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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第二屆)亞太地區圖書資訊學教育與應用國際研討會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Pacific Library &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Practices, A-LIEP 2007
林志鳳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為促進亞太區域圖書資訊教育與資訊傳播的合作，奠定亞太地區圖書資訊
學與資訊傳播學教育與實踐之基礎，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
育學會於 2007 年 11 月 23 日至 24 日在世新大學管理學院大樓國際會議廳主辦「第
二屆亞太地區圖書資訊學教育與應用國際研討會」（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Pacific Library &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Practices, A-LIEP 2007）
，共計
吸引 170 人次之國內外相關領域先進報名參與。
第一屆研討會於 2006 年 4 月在新加坡南洋科技大學召開，與會學者，尤其
是學術單位主管的系所主任咸認為圖書資訊學教育必須與時並進，擴大領域參與
及區域性合作，並同意日後定期在不同國家舉辦研討會，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因為積極參與該會且同為發起成員之一，而得以爭取在台北舉行第二屆會議。日
本筑波大學圖書資訊學暨媒介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Tsukuba) 及日本圖書資訊學會(Japan Societ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將接續辦理第三屆研討會，預計在 2009 年 3 月
6 至 8 日在日本筑波大學圖書資訊學暨媒介研究所舉行。
本屆會議分為兩天五個場次進行，主題包括「圖資教育趨勢與課程」（LIS
Education Trends/ Curriculum）；「亞太地區圖書資訊教育認證與評鑑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Accreditation and Assessment of LIS Programs in Asia Pacific
Region）；「數位學習」（Digital Learning）;「區域性合作暨系所主任座談會」
（Regional Cooperation, Dean’s Round Table via Panel Discussion）; 及「數位內容
與資訊傳播匯流」（Digital Contents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in Emerging
Era）等五大主題，邀請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 Dr. Abdus Sattar Chaudhry、美國北
卡中央大學 Dr. Ismail Abdullahi 等國內外專家學者撰文發表並邀請亞太地區及國
際間同道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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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r. Diljit Singh 發表論文

2.左起 Dr. Ismail Abdullahi 、Dr. Abdus Sattar Chaudhry 及 Dr. S. B. Gh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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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r. Ismail Abdullahi 發表論文

4. 茶敘時間學者把握時間互相交流，相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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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r. Ismail Abdullahi 親切的與研討會工作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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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澳門、廣州圖書館學術參訪
林麗娟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一、前言
為了與廣澳地區圖書館建立學術交流管道，並讓教師與研究生能實地體驗海
峽兩案圖書館不同的經營模式，圖書資訊學系於 2007 年 9 月 6 - 10 日由鄭恆雄
教授率團帶領系上專任教師，包括張淳淳、林麗娟、黃元鶴以及畢業系友、研究
所學生，共計 23 名團員進行參訪與交流的活動，此次參訪行程主要包括廣州、
澳門幾個具有規模的大學圖書館與公共圖書館。為期五天的學術參訪交流活動包
括澳門大學圖書館、中央圖書館何東分館、民政總署大樓圖書館、廣州東莞公共
圖書館、深圳公共圖書館、深圳大學城圖書館、中山大學圖書館等六所圖書館。
本次參訪行程如表 1 所示。各個圖書館的參觀情形加以敘述。
日期

參訪行程

9 月6日

澳門大學國際圖書館
澳門中央圖書館何東圖書館
澳門民政總署大樓圖書館
澳門白鴿巢公園黃營均圖書館

9 月7日

中山大學珠海校區圖書館
北京師大珠海校區圖書館
東莞公共圖書館

9 月8日

深圳公共圖書館
深圳大學城圖書館

9 月9日

參觀陳家祠、南越王博物館、黃花崗七十二烈士

9 月 10 日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館
與中山大學資訊管理學系、圖書館與資訊科學研究所之師生
進行交流活動

二、澳門大學國際圖書館 1
澳門大學國際圖書館為澳門規模最大的圖書館，因為保有葡國文化特色。追
溯澳門大學國際圖書館的前身為東亞大學圖書館、澳門大學圖書館。澳門大學圖
書館在 1992 年 12 月投入 120 萬葡幣購入全澳首套圖書館 DYNIX 系統及各種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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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設備，其中編目、線上目錄、流通等三個子系統在 1993 年 9 月全面提供服務，
1995 年採購及期刊子系統亦相繼投入服務。為配合校方發展，館方於 1993 年成
立文獻中心，搜集有關的聯合國，歐盟及多個國際組織之書刊。1996 年文獻中
心成為澳門第一個提供讀者 Internet 服務的圖書館。澳門大學國際圖書館的助理
圖書館館長/出版中心主任以及幾位工作人員都是輔大圖資系畢業的系友。經過
潘華棟館長致辭歡迎後，隨即展開參訪的活動。
1998 年校方獲澳門基金會資助，耗資五千八百萬葡幣興建澳門大學國際圖
書館於 1999 年 4 月全部工程完成。9 月正式開放。澳門大學國際圖書館樓高五
層，面積一萬五千平方尺，外型設計獨特，外型如同三本書及一只滑鼠組合而成，
由葡國著名建築師杜雅迪工程師設計，地下二層為停車場，書店與餐廳，地下一
層為儲存區。館藏涵蓋國際組織出版品、澳門文獻、中文古籍。該館之館藏特色
包括: 線裝書及西洋古籍、文獻中心國際機構寄存特藏、丘世文先生贈書、澳門
鮑思高學校葡文部圖書館贈書、美國坊。該館未來的發展致力於成為連接歐洲與
葡國各圖書館的橋樑。

澳門大學國際圖書館古籍數位化

澳門大學國際圖書館前合影

以目前的館藏規模而言，現有藏書約 26 萬冊。中文資料以文史哲及教育類
居多。英文資料主要為工商管理及電腦類，其藏量是全澳最豐富。葡文書籍以葡
國文學及葡國法律為主．期刊方面，中外文期刊 1,200 多種，電子全文期刊 24,000
種，期刊數量為澳門圖書館之最。此外，還有縮影資料 5,000 卷，視聽資料 5,000
件，古籍線裝書 12,000 冊，地圖 300 張，另有特藏資料多種，包括教師手冊、
電腦磁片及光碟、港澳上市公司年報、政府出版品及展覽目錄等。
三、澳門中央圖書館何東圖書館 2
何東圖書館的參觀由澳門中央圖書館代館長黎志華與鄧超華先生帶領參
觀。何東圖書館隸屬於澳門文化局，座落在崗頂前地，樓高三層，是一座集歷史、
文化、建築藝術於一體的樓宇。1955 年何東爵士在港病逝，其後人按爵士的遺
囑將故居及 25,000 港元購書經費贈予澳門政府，建立一所公共圖書館。該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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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東為名。 何東圖書館在 1958 年對外開放，以收藏中文古籍為館藏特色。藏
書樓位於二樓，藏有古籍五千餘冊，其中有明朝嘉靖年間的中國文史典籍，包括
近代著名藏書家劉承幹的「嘉業堂」藏書 16 種，極為珍貴。館藏特色：古籍；
文、史、哲、藝術及建築類書籍及多媒體視聽資料。藏書量：書籍約 40,000 冊、
多媒體資料 15,000 件；現期報紙 60 種、現期雜誌 600 種。總面積：1,135.14 平
方米。閱覽座位：165 個。
何東圖書館的特色在於新舊館以花園中庭作為地理性的區格，也反映傳統古
籍與現代化服務的結合。在提供民眾休憩、閱讀、休閒與學習上，提供一個舒適
的空間。尤其是兒童圖書區的規劃設計，打造一個活潑創意的閱讀空間。

何東圖書館前合影

何東圖書館兒童閱讀區

四、澳門民政總署大樓圖書館 3
民政總署大樓圖書館的介紹由沈振輝先生負責。民政總署大樓圖書館並非隸
屬於民政總署圖書館，而為澳門中央圖書館所管轄，其所擁有的珍貴館藏，具有
相當的文化保存特質。民政總署大樓圖書館座落於亞美打利庇盧大馬路(新馬路)
民 政 總 署 大 樓 內 。 其 建 築 仿 造 葡 國 瑪 弗 拉 修 道 院 的 圖 書 館 (Biblioteca do
Convento de Mafra) 而建。內部裝潢豪華，天花板裝飾古典風格之金粉浮雕。該
館專門收藏 17 世紀至 20 世紀中葉的外文古籍，特別是葡萄牙在非洲及遠東的歷
史文獻，亦涵蓋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期葡文報紙，包括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創辦
的第一份報紙，也是澳門有史以來第一份報紙，即 1822 年創刊的葡文《蜜蜂華
報》(A Abelha da China)。館內所藏古籍需要特別保存，只供館內閱覽。
民政總署大樓圖書館總面積為 454.9 平方米，閱覽座位約 12 個，其館藏特
色以外文古籍、葡萄牙在非洲及遠東的歷史文獻為主，目前收藏書籍約 19,000
冊、現期報紙 23 種、已裝訂逾期報刊 99 種。提供辦理讀者證、報刊閱覽、查閱
縮微資料、外文古籍資料及逾期外文報刊資料，寬頻上網等服務。4 民政總署大
樓圖書館館藏特色主要蒐藏 1950 年前的外文古籍。該館亦存放 16 至 20 世紀葡
萄牙在遠東的歷史文獻、前葡屬各海外領地之法令與政府公報，以及 19 至 20
世紀初期葡文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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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白鴿巢公園黃營均圖書館

5

白鴿巢公園黃營均圖書館與何賢公園圖書館、紀念孫中山公園黃營均圖書
館、黑沙環公園黃營均圖書館及氹仔黃營均圖書館同隸屬於民政總署圖書館。白
鴿巢公園內的黃營均圖書館，於 1999 年 11 月開放。白鴿巢公園內的黃營均圖書
館由秘魯華僑黃營均先生損資興建。該圖書館的一大特色在於融合公園內的生態
環境。由於空間有限，藏書數量不多，故而暫時未有提供圖書外借服務，只針對
讀者需要，允許讀者將圖書借出公園外閱讀，限時兩小時。而為了更好地為讀者
提供服務，圖書館亦針對公園讀者的愛好，提供較多的報刊種類，以滿足讀者汲
取即時資訊的需求。該圖書館共分兩層，建築面積為 675 平方米。地下為圖書、
報紙及雜誌閱讀區，提供 80 個座位，藏書約 15,000 冊，以文學及藝術類圖書為
主。期刊共 163 種，報章 21 份，二樓為兒童圖書室，藏兒童圖書約 4,000 冊。
圖書館每月定期舉辦圖書館推廣活動包括：健康講座、家庭講座、故事天地、手
工、遊戲、兒童動畫放映會及兒童活動等多元化活動，藉此推動讀書風氣。
六、中山大學珠海校區圖書館

6

中山大學珠海校區圖書館由校區館長劉穎接待。中山大學珠海校區圖書館大
樓之外型如一本打開的書，總建築面積约 36,000 平方公尺，共十三層，目前只
有 30 萬冊。圖書館西座一至十層已開放使用，但尚有另外一座大樓目前暫時供
行政單位使用，預計兩座大樓開放運作，館藏飽和量可達 200-250 萬册。中山大
學珠海校區圖書館全館採用 3M 防盗監視系统管理。每周開館時間共 98 小時。
中山大學珠海校區圖書館涵蓋中外文期刊 2000 餘種，報纸 200 多種。目前
可與廣州南、北校區圖書館資源共享，讀者可透過網路檢索、借閱中山大學三個
校區圖書館的 400 多萬册馆藏。為了豐富珠海校區師生的文化生活，校區圖書館
特别配置了外語學習類、知識百科類、外語原聲影片及各種類型的多媒体光碟約
2000 種。樓層安排情形：一樓為近期報刊，二樓為電子閱覽區，三樓為參考文
獻、四樓為舊期刊，五樓為學術報告、信息網路中心，六、七樓含社會科學圖書
與讀者休息室，八樓為自然科學圖書，九樓為文科基地，十樓為外文圖書，十一
樓為過期報紙，十二樓為自修室，十三樓為辦公室。而一樓大廳同時也涵蓋借還
書與公共檢索。
七、北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圖書館 7
由於北京師範大學與輔仁大學有深厚淵源，本次參訪也安排了北京師大珠海
校區圖書館的行程。北京師範大學圖書館始於 1902 年成立的京師大學堂圖書
室。歷史悠久，館藏豐富，現有館藏文獻總量 300 餘萬册（件）。
北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圖書館是北京師範大學圖書館的重要延伸，是分校教
學、研究服務的學術性機構。自 2002 年建館以來，分校圖書館的基礎建設不斷
發展。參訪期間正逢「慶祝圖書館接待讀者突破 200 萬人次」。目前，北京師範
大學珠海分校圖書館總面積為 3.3 萬餘平方米，館藏中外文圖書 70 餘萬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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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報刊 2200 餘種，中外文資料庫 30 餘種。圖書館大樓一樓具有挑高的中庭，
提供集會活動的場所，以及幾台電腦提供館藏之查詢。館內設有 7 個印刷型文獻
閱覽室，1 個電子閱覽室與 1 個視聽室，提供讀者外借服務與閱覽服務。
八、東莞公共圖書館

8

東莞公共圖書館由館長李東接待接待我們的參訪。東莞圖書館位於新城市中
心廣場內，是東莞城市內標誌性建築設施之一。全館總建築面積為 44654 平方
米，投資 1.73 億元人民幣，是一個集文獻借閱、信息諮詢、培訓教育、學術研
究於一體的大型綜合性現代化圖書館。該圖書館於 2005 年 9 月 28 正式開館。其
內部建築形象簡潔而有力，蘊含 「知識就是力量」的文化内涵，而由頂樓可以
俯視館內全貌，為其主要特色。新館共 6 層，地上 5 層，地下 1 層，整體外觀造
型注重均衡和完美，將建築物、道路、綠化系统和外部空間環境構築成一個完整
的有機整體。
除了特定的文獻或特殊的文獻，內部藏書全部對讀者開放，現有館藏紙本文
獻 80 餘萬冊、電子圖書 20 多萬種、電子期刊 7,000 餘種。館內提供閱覽座位
3,000 個，網路節點 2,600 餘個。新館設置了 20 多個讀者服務視窗，包括漫畫圖
書館、兒童天地、新報新刊閱覽室、電子服務區、粵劇圖書館、IT 圖書館、圖
書借閱區、衣食住行圖書館、東莞書屋、臺灣書屋、古籍閱覽室、參考閱覽室、
多功能報告廳等等。開展外借、閱覽、諮詢、參考、網路資訊、視聽等服務，舉
辦講座、培訓、展覽、學術交流、讀者沙龍等活動。除此之外，也專門設立了視
障人士閱覽室和殘障服務區，關注到了弱勢團體的利益及需求。在館內的一樓也
設有購書中心、咖啡廳、餐廳等配套服務設施，使讀者到圖書館當中就可以將學
習、閱讀活動與休閒作一結合，增加民眾使用圖書館的意願。

東莞圖書館內部景觀

東莞圖書館內部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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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圖書館會議室

東莞圖書館館員之家

整體圖書館之樓層規劃以金字塔式讀者流量設置，從下至上人流由多到少而
佈局。即將人口流量較多之功能區放在較低的樓層。例如漫畫圖書館新報新刊閱
覽室置於底層；文獻研究參考區和地方文獻區置於第四層；第五層則為辦公區。
東莞市圖書館也注重館員的休閒，於是規劃「館員之家」，提供館員健身、休憩
之環境與空間。在對於民眾的服務空間規劃方面，東莞圖書館強調「人在書中，
書在人旁」的概念，提供舒適的空間以吸引讀者的學習。東莞圖書館亦強調圖書
館內部各項業務流程及服務功能得到合理區分，已達到書流、人流、物流、資訊
流有序的流動。
東莞圖書館明確提出了 「圖書館集群建設」，即將總與各分館透過集群網
路管理平台規劃管理，讓總館與各分館之間服務能互相延伸。全市目前已建立 1
個總館、15 個分館、100 個流通服務站，初步形成集群圖書館網路，服務東莞
31 個鎮（區）；發展文化資訊共用工程基層分中心及基層點 118 個。

九、深圳公共圖書館

9

深圳圖書館由杜秦生副館長接待我們的參訪。深圳圖書館的前身為寶安縣圖
書館，目前的新館位於風景秀美的蓮花山前，在深圳市行政文化中心區內，占地
面積 29,612 平方米 ，總建築面積 49,589 平方米。設計藏書量 400 萬冊，目
前館藏約有 180 萬冊。讀者座席 2,000 個閱覽座位、 3,000 個網路節點，一日
平均可接待 8,000 人次的讀者，目前已有八萬讀者辦理證件。
深圳圖書館整體建築獨特，骨架鋼樑形成銀柱，銀色鋼樑交錯支撐，象徵著
承載知識的知識樹。由於位於深圳市行政文化中心區內，透過一座天橋，與音樂
廳相連結。音樂廳的骨架鋼樑與圖書館相似，但為金柱，與圖書館成為金銀互映
的對比。該建築乃由日本建築師磯崎新先生所設計，外觀壯麗，搭配玻璃窗透視
外景，具有現代化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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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圖書館骨架鋼樑形成銀柱

深圳圖書館合影

RFID 與書籍所在位置之對應

RFID 與書籍所在位置之對應

深圳公共圖書館注重新科技的應用，率先採用數位整合圖書館自動化系統
DILAS (Distributed Integrated Library Automated System) 和無線射頻辨識技術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技術。深圳公共圖書館率先投入使用
自行研發之數位整合圖書館自動化系統 DILAS，為國家級重點科技項目，在中
國擁有近三千家用户。深圳公共圖書館也是中國第一家採用 RFID 技術的圖書
館，獨特的歸架車，配合無線射頻辨識技術與電腦螢幕的顯示，自動顯示書籍所
應放置的巷、面、架、層，提供科技化而方便的管理方式。
深圳公共圖書館全館的閱覽採開架式服務。全館六層服務區之不同的服務功
能：一樓為大眾報刊服務區，以中文報刊閱覽、外借為主；二樓、三樓為圖書借
閱區，提供中外文圖書的借閱服務；四樓為信息服務區，可提供多媒體視聽、電
子文獻閱覽、參考諮詢、網路服務等；五樓為專題服務區，按專題類型分為商貿、
法律、時裝、東盟信息資料、外文報刊區；六樓為特藏服務區，提供深圳地方文
獻、台港澳文獻、古籍和微縮片等閱覽服務。
深圳公共圖書館的服務政策在於滿足讀者需求，為廣大讀者提供簡便快捷的
服務。除周一閉館外，每天 9:00—21:00 連續開放，每周對外開放 72 小時。服務
方式為全面開放、免證進館、分層管理、一卡通行的方式。一般性服務全部免費，
影印才需收取成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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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深圳大學城圖書館

10 11

深圳大學城圖書館由趙洗塵副館長接待我們的參訪。深圳大學城圖書館位於
深圳市南山區西西麗麗水路。該建築呈巨龍形狀，橫跨大沙河南北，長度甚至超
過大鵬展翅造型的市民中心。深圳大學城圖書館位居深圳大學城之核心區，是深
圳大學城一期規劃的重點項目之一，也是大學城的標誌性建築。深圳市大學城圖
書館為深圳第二大圖書館，工程設計獨特，包括一座圖書館和一座大學城管理中
心，兩座建築之間用一座橫跨大沙河，長度達 100 米 的鋼橋連接，整體外形似
一的巨龍，氣勢宏大。其中，「龍頭」即大學城管理中心，「龍身」便是大學城
圖書館。這座建築計劃總投資 1.85 億元，總建築面積達 4.6 萬平方米，建築最
高處為 24 米 ，而其長度卻達 530 米 。
深圳大學城之內涵蓋北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三校研究生，故
深圳大學城圖書館原以服務三校的學生為主。近來服務的對象群擴展及南開大學
深圳金融工程學院，於是以四個學校之學生為宗旨，而由於該館也提供大眾有關
科技方面的資訊服務，故又名深圳市科技圖書館。在性質上，兼具公共圖書館的
特質。深圳大學城圖書館因此而兼備大學圖書館與公共圖書館的功能。深圳市科
技圖書館暨深圳大學城圖書館於 2007 年 3 月 30 日對公眾開放。該圖書館成為北
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南開大學深圳金融工程學院
和中科院先進技術研究院共同擁有的圖書館，是中國第一家兼具高校圖書館和公
共圖書館雙重功能的圖書館。12
由科技圖書館的角度，該圖書館為加強企業服務而建立的主題圖書館，主要
服務對象為企業負責戰略決策的高層管理人員，負責市場、財務、人力資源、研
發等工作的企業專業人士以及即將走向企業工作的學生。館藏方面，印刷版文獻
服務乃根據企業用戶對文獻資訊的需求，重點收藏政策與規劃、宏觀經濟、法律
法規與知識產權、企業管理、商貿、投資、企業家傳記、研究報告、企業與產品
名錄、年鑑等十個主題的文獻資源，按主題排架，將同類主題文獻集中，以方便
讀者使用。另外在電子資源方面，涵蓋商貿資訊、法律法規、專利標準、名錄（企
業、產品、人物）以及商情信息等內容的電子資源。
深圳大學城圖書館提供讀者優雅舒適的室内外環境，設有學術報告廳、展覽
廳、會議室、多媒體閱覽室、計算機培訓教室，個人（集體）研究室、媒體實驗
室、教材製作作室、軟體學習室，以及書店、咖啡廳等設施。圖書館之閱覽座位
3000 個，設計藏書容量為 150 萬册，網路節點 1500 個，滿足藏、檢、閱、借一
體化的開架管理方式要求。該館總投資額近 2.3 億元人民幣，建築面積 4 萬平方
米，高 4 層。全館實現無線網絡覆蓋，日可接待讀者 8,000 人次。館藏資源包括
科技文獻、外文文獻和電子資源，是一個以電子資訊、化學生物學、材料科學、
物流工程與管理、城市與環境為重點的文獻資源體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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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廣州中山大學圖書館

14

廣州中山大學由程煥文教授接待我們的參訪，隨即作校園的介紹。而圖書館
的部分則由林明副館長介紹。廣州中山大學圖書館創辦溯於 1924 年，原名廣東
大學圖書館，由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廣東政法專門學校、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和公
醫學校等藏書合併而成。1926 年因改制而改名為中山大學圖書館。1952 年大陸
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新成立的中山大學圖書館以原中山大學圖書館的文理學
科藏書為基礎，併入歷史悠久的嶺南大學圖書館藏書和中南地區其它高等學校圖
書館的部分藏書，初步形成多學科的綜合藏書體系。因此館舍位置多有變化。目
前中山大學圖書館由總館、醫學圖書館、珠海校區圖書館、東校區圖書館組成。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館總館在 2004 年底擴建工程完成，館舍建築面積擴至
30,000 平方米，總館藏量達 459 萬冊 ( 件 )，年新書刊資料增長量 10 餘萬件；
年訂購中文期刊 4,300 餘種，外文期刊 2,000 餘種；光碟及網路資料庫 200 多個；
多媒體光碟資源 18,000 餘片；可利用的中外文電子期刊 2 萬餘種；電子圖書 84
萬餘種，已逐步建立起文、理、醫學科館藏資源。圖書館自建的中山大學學位論
文資料庫、教育文獻資料庫、港澳文獻資料庫、珠江三角洲文獻資料庫、孫中山
數位圖書館等特色資料庫也具有相當的規模和影響。
在 490 萬冊（件）的館藏中，有古籍圖書近 40 萬册，其中善本 2,000 多種
約 30,000 册，以明刻本見長，具有不少海内孤本、珍貴稿本和名家批校本；碑
帖近 30000 件。另有朝鲜刊本古籍 176 種 968 册，日本刊本古籍 85 種 831 册。
中國歷代石刻拓片 35,000 多件。清末與民國時期嶺南地區出版的中外文報刊數
量多。另建有陳寅恪紀念室，商衍鎏、商承祚紀念室，梁方仲紀念室，李新魁紀
念室及戴鎦齡紀念室等多位專家學者之專藏室。該館所涵蓋之廣東地方文獻、醫
學文獻、孫中山研究文獻、港澳研究文獻豐富且具有鮮明的特色。
十二、與圖書館與資訊科學研究師生交流
此次參訪之旅行程，透過資訊管理學系、圖書館與資訊科學研究所之程煥文
教授協調安排。在參訪廣州中山大學圖書館之後，本系師生即與中山大學資訊管
理學系、圖書館與資訊科學研究所之師生進行學術交流活動。在簡單的系所教師
介紹之後，資訊管理學系黃仕忠副主任介紹該系所的背景與各專長領域。本系也
將本系所狀況介紹給中山大學的師生，並進行彼此的交流與對話。交流活動結束
之後全體與會師生合照留念，為這趟參訪畫下完美的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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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圖書館與資訊科學研究所師生合影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館

十三、結語
對於輔仁大學而言，這次參訪是一個開始，而並非結束。希望未來能有更多
類似的機會與體驗，讓教師與學生更能持續與外界交流，接收不同的文化與知
識，感受不同於本地的教學與學習經驗。雖然國內圖書館頗能跟著時代潮流邁
進，但多接觸、多學習，增廣見聞，了解不同的經營文化，體驗各種交流的機會
更是難能可貴。此次參訪的過程中，承蒙本系畢業的系友熱情款待，也承蒙參訪
單位的禮遇。希望未來能繼續聯繫，建立學術交流的管道與更進一步互動的機會。
。
注釋
1

澳門大學圖書館 http://library.umac.mo/libinfo/history_c.html 檢索日期：2007
年 9 月 12 日
2
何東圖書館 http://www.library.gov.mo/Topic_01/Topic_01_01_HT.asp 檢索日期：
2007 年 9 月 12 日
3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優雅的澳門歷史見證者－民政總署大樓圖書館，
澳門中央圖書館館訊，2003，期 1。
4
民政總署大樓圖書館
http://www.library.gov.mo/Topic_01/Topic_01_01_IACM_new.asp
5
白鴿巢公園黃營均圖書館 http://library.iacm.gov.mo/lc.asp 檢索日期：2007 年 9
月 12 日
6
中山大學珠海校區圖書館 http://home.zsu.edu.cn/zhuhai/jjie/index.htm# 檢索日
期：2007 年 9 月 12 日
7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圖書館 http://library.bnuep.com/bgjs/bggk.htm 檢索日
期：2007 年 9 月 12 日
8
東莞圖書館 http://www.dglib.cn/2006-1/2006114142441.htm 檢索日期：2007 年 9
月 12 日
9
深圳公共圖書館 http://www.szlib.gov.cn/main.htm
10
http://bbs.sznews.com/forum/topic.jsp?topicId=4192276&msgId=419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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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深圳大學城圖書館月底竣工，深圳特區報 (2006 年 7 月 6 日) 檢索日期：2007
年 9 月 12 日 http://news3.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7/17/content_4843568.htm
12
文 匯 報 ， 深 圳 科 技 圖 書 館 開 館 文 匯 報 2007 年 3 月 31 日 。
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3/31/CH0703310044.htm 檢索日期：2007 年 9 月
12 日
13
文 匯 報 ， 深 圳 科 技 圖 書 館 開 館 文 匯 報 2007 年 3 月 31 日 。
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3/31/CH0703310044.htm 檢索日期：2007 年 9 月
12 日
14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http://library.sysu.edu.cn/#檢索日期：2007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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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圖書資訊學系所新聘專任老師介紹
一、林素甘助理教授（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最高學歷

經歷

研究專長

國立台灣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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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唐牧群助理教授（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最高學歷

經歷

美國羅格斯大學傳
播資訊暨圖書館學
研究院博士

美國羅格斯大學傳播資
訊暨圖書館學研究院兼
任講師

研究專長
知識組織
資訊行為
系統評估

教授課程
網路資源
圖書館作業評估
索引與摘要
資訊檢索
社會科學文獻
知識管理概論

三、林奇秀助理教授（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最高學歷

經歷

研究專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麥迪遜校區圖書館
學暨資訊科學哲學
博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
遜校區圖書館學暨資訊
科學研究所講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
遜校區圖書館學暨資訊
科學研究所圖書館技術
服務館員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
遜校區圖書館東亞語文
編目館員
■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料
中心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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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
資訊社會學
資訊政策
數位圖書館
學術圖書館

教授課程
資訊社會學
檔案管理
政府資訊資源
參考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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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郭俊桔助理教授（國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最高學歷

經歷

研究專長

國立臺灣大學資訊
工程博士、日本國立
神戶大學系統工程
碩士。

■銘傳大學資訊傳播工程
學系助理教授
■龍華科技大學資訊管理
學系講師

自然語言處理
資訊檢索
語料庫
智慧型人機界面

教授課程
資料庫管理系統
多媒體技術與應用
自動分類與索引
電腦網路
資訊系統管理
人工智慧與資訊處
理

五、羅思嘉副教授（國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最高學歷

經歷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
資訊學博士

■國立成功大學圖書館
講師、副教授
■美國紐約大學法律學
院圖書館助理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代頓大
學法律學院圖書館副教
授

研究專長
書目計量學
讀者服務與圖書館
使用評估研究
圖書館作業自動化
資訊檢索

教授課程
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
論文寫作
個別研究
圖書館使用與評估
引文分析與實務
館藏管理
專利資訊搜尋與分
析
圖書資訊學導論
資訊蒐集與組織
圖書資訊利用

六、陳志銘副教授（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最高學歷

經歷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計算機
工程組博士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工
業教育學系兼任副教授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資
訊科學系／學習科技研
究所兼任副教授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學
習科技研究所專任助理
教授、副教授兼研究發
展組組長
■國立花蓮師範學院學
習科技研究所專任助理
教授
■國立花蓮師範學院數

研究專長
資料探勘及檢索
嵌入式資訊系統設
計與應用
行動計算與應用
智慧型網際網路系
統
人工智慧及智慧型
計算理論
行動與普及式學習
模式研究
智慧型網路教學系
統
數位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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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育學系專任助理教
授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電
子工程系兼任助理教授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
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圖
書資訊學研究所兼任助
理教授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纖
維及高分子工程系兼任
助理教授
■清雲科技大學電子工
程系兼任講師、助理教
授
■清雲技術學院電機工
程系兼任講師
■台北市立大安高工電
子科專任教師
■行政院退輔會職技訓
練中心微電腦控制班職
業訓練師
七、黃元鶴副教授（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最高學歷

經歷

元智大學管理研究
所博士

■中州技術學院資訊管
理系講師/副教授
■中州技術學院圖書館
主任
■國立體育學院圖書館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
備處圖書館約聘助理館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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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目計量學
圖書館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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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八屆
第五次理監事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九十七年一月廿四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

地

點：台大校友會館蘇杭餐廳（台北市濟南路一段 2-1 號）

主

席：陳雪華理事長

出

席：王梅玲常務理事、宋雪芳理事、吳美美理事、邱炯友理事、陳雪華理事長、曾堃
賢監事、詹麗萍理事、盧秀菊監事、劉淑德主任委員（依姓名筆畫序）

請

假：卜小蝶常務理事、宋建成常務監事、張慧銖理事、薛理桂理事（依姓名筆畫序）

列

席：邱子恆秘書長、黃素英
記錄：黃素英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工作報告：
一、 宣讀確認上次<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二、 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課程規劃委員會：
研訂中之「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今年 5、6 月將完成初稿，預定 7 月於學會內
部討論，11 月份舉辦公聽會，彙整意見再定稿出版。(建議可隨國家圖書館之全國
新書月刊發送至各高中圖書館，以宣傳圖書資訊學，並吸引高中生對本科系的興
趣)

參、討論事項：
【提案一】
案由：第九屆（2008）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研討會論文邀稿規劃，提請討論。
決議：1. 先進行徵稿，二月底交題目及摘要，四月底交全文，論文字數約 5000 字
~8000 字。
2. 研討會議程參考 2006 年架構，再依資深教授參加人數、論文投稿數再行
調整，建議第一天下午即開始學術論壇。
3. 研究生論壇之論文徵稿，發函各系所公佈。
4. 邀請函（與報名表）以紙本發送給各大圖書館。
5. 邀請函（與報名表）附四種行程供選擇，進行調查後決定有多少條路線。
6. 報名參加研討會者若為非會員，則需請其加入會員，始得報名參加。
7. 請施建華先生安排一個適合研究生的行程（五天四夜），第四天為當地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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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景點再加上附近圖書館參觀，將行程費用規劃在 2 萬元內。
8. 第二天會議最後留一小時，選出下一屆的合辦機構及兩岸交流分享。
9. 請邱炯友老師負責議程敲定及並擔任與武漢大學方面之聯繫窗口，國內行
政聯繫與文書事務則由秘書處負責。
【提案二】
案由：第九屆（2008）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研討會擬特別致電邀請對象，提請討論。
決議：秘書處發紙本邀請函並由理事長邀請以下資深教授：王振鵠、胡述兆、盧荷生、李
德竹、胡歐蘭、黃世雄、鄭雪玫、曾濟群、莊芳榮、范豪英等教授。
【提案三】
案由：2008 年年會舉辦之時間、主題及型式，提請討論。
決議：1. 97 年 11 月舉辦年會及研討會。
2. 會議主題：
「2008 再訪圖書資訊學工作坊」
，請王梅玲、吳美美、邱炯友等理事協
助規劃，會中並發表「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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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圖資系學生等 70 名。
2. 普通會員：黃元鶴
決議：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
(無)
散會：下午一時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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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第五次理監事會議情形 2008.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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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八屆
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九十六年九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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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小蝶常務理事、王梅玲常務理事、吳美美理事、宋雪芳理事、邱炯友理事、
張慧銖理事（郭俊佶代）、詹麗萍理事（郭俊佶代）、宋建成常務監事、盧秀菊
監事、林志鳳主任委員

請

假：薛理桂理事、曾堃賢監事

列

席：邱子恆秘書長、林巧敏副秘書長、許琛翎、黃素英
記錄：黃素英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工作報告：
一、 宣讀確認上次<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二、 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研究發展委員會：
為提升圖書資訊學之研究風氣與水準，訂於 12/21（週五）由本會與中華民國圖書
館學會於國家圖書館簡報室聯合舉辦「2007 年圖書資訊學獎助論文研討會」，中華
民國圖書館學會提供新台幣 12 萬元經費，不足之處由本學會支助。
 課程規劃委員會：
研訂中之「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
，參考 IFLA、ALA…等六大學會，預計於 11 月
份提出草案，擬先於 CALISE 內部溝通，待彙整意見再定稿出版。

參、討論事項：
【提案一】
案由： 2007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年會籌辦事宜，提請討論。
決議：1. 原定年會開會日期/時間為 11 月 24 日（週六）中午，地點為世新大學管理學院
M308 室。請世新 A-LIEP 籌辦單位改安排於第一天 11/23（五）中午舉辦年會。
（註：經向 A-LIEP 籌辦單位洽詢結果，由於 11/23（五）無法提供適當會場，因
此仍依原訂日期時間舉辦年會）
2. 暫定議程如附件。
3. 本會贊助籌辦 A-LIEP 2007 年會新台幣 10 萬元整。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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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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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時間提供 7/2 及一週後出發兩個時間點再與武漢大學方面磋商。(邱炯友主
委負責)
2. 行程委由金洋旅行社施先生辦理。(秘書處負責)
3. 可向陸委會申請補助。(請林巧敏副秘書長負責瞭解可行性)
4. 會議論文集由本學會及武漢大學各分別印製，會議手冊則由大陸方面印製。(秘書
處負責)
【提案三】
案由：學會開源計劃，提請討論。
決議：1. 鼓勵研究所新生、圖資系所新進老師加入會員。
2. 發文大學圖書館館長，鼓勵加入會員。
3. 邀請圖書資訊領域的相關廠商加入成為團體會員。
4. 以往廠商有提供獎助學金，今年因主辦 A-LIEP 2007 年會，因此請秘書處跟相關
廠商聯絡，改以在年會設攤和研討會論文集刊登廣告的方式來贊助。

參、 臨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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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論。
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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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會：下午三時卅分

第八屆第四次理監事會議情形 2007.09.14

24

第29期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訊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07 年會員大會紀錄
時
間：民國 96 年 11 月 23 日(星期五)
地
點：世新大學管理學院大樓國際會議廳
主 持 人：陳雪華
記
錄：黃素英
會議議程：

2007 年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年會
地點：世新大學國際會議廳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12:20 - 12:30

報到

12:30 - 12:40

理事長致詞

陳雪華 理事長

11 月 23 日
(星期五) 12:40 - 12:50

會務報告

邱子恆 秘書長

12:50–13:15

提案討論

陳雪華理 事長

壹、理事長致詞：
（略）
貳、會務報告：
（略）

參、提案討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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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單位：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理監事會
案
由：議決本會九十六年度收支決算案及九十七年度收支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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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九十六年度決算及九十七年度預算
明細表，請參考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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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案
由：2008 年海峽兩岸學術研討會議行程規劃案。
說
明：(一)2008 海峽兩岸學術研討會時程，因大陸方面的主辦單位武漢大學人力
支援的考量，尊重主辦單位武漢大學之提議，暫訂於 7/1~7/2 兩日。
(二)研討會主題為：「數位時代的圖書資訊學之變革與發展」，分為(1)實務
變革及(2)教育變革等兩個主題討論。論文徵集方面：大陸及臺灣各自
負責徵集論文，並分別編印出版。
(三)會後安排之旅遊行程分為兩案，行程請金洋旅行施建華先生規劃，分
別為廬山九江八日遊及武當山鳳凰古城八日遊。
審查意見﹕提交會員大會討論
決
議：(一)鼓勵各圖資系所老師及研究生參與，凡參加之系所均列為協辦單位。
(二)會議地點：武漢大學。
(三)會議時間：暫訂為 6 月 30 日出發，7 月 1 日、2 日兩天會議。
(四)會後參觀旅遊行程分為三案，一為廬山九江八日遊，二為武當山鳳凰
古城行程，三為會後 city tour 後即回臺行程。
(五)請金洋旅行社施先生劃三個行程，並分別估價提供學會參考。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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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圖書資訊學獎助論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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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二
十一日假國家圖書館舉辦「2007 年圖書資訊學獎助論文研討會」
，獲得多位圖資
領域學者專家及同學報名參加。研討會由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理事長黃鴻珠教授
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理事長陳雪華教授開幕致辭，卜小蝶教授及詹麗萍教
授分別主持，共有七篇獲得獎助的論文發表，會中並特別邀請世新大學資訊傳播
學系教授兼教務長賴鼎銘教授蒞臨演講，主題為「圖書資訊學研究發展趨勢」，
使與會的學者專家及同學獲得充分的資訊交流且受益良多。
研討會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09:30-10:00
報到
10:00-10:20
開幕式及致辭
黃鴻珠，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理事長
陳雪華，中華圖書資訊教育學會理事長
10:20-11:50
論文發表（場次一）
主持人：卜小蝶，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
授
評論人：吳美美，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
授
葉乃靜，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
報告人：林佳葦，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大學圖書館網站多媒體特性與使用者操
作滿意度之關聯性研究》
許 凱 琳 ， 臺 灣 大 學 圖 書 資 訊 學 系 (所 )。
《虛擬博物館使用者之學習經驗研究》
曾品方，台北市萬興國小。
《小學一年級圖書資訊利用教育教學設計
之研究》
11:50-13:30
午餐
13:30-14:30
專題演講
主講人：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兼教
務長
講 題：圖書資訊學研究發展趨勢
14:30-14:50
休息
論文發表（場次二）
主持人：詹麗萍，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
評 論 人 ： 林 珊 如 ， 臺 灣 大 學 圖 書 資 訊 學 系 (所 )教 授
蔡明月，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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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教授
報告人：王丹怡，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國小圖書館空間規劃與使用之評估研究》
王 亦 勤，政 治 大 學 圖 書 資 訊 與 檔 案 學 研 究 所 。
《 台 灣 地 區 學 術 生 產 力 之 研 究 ： 以 12 所 大 學
為例》
陳慧珍，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網路圖像使用者相關判斷之研究》
丁依玲，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以卡片分類法分析大學圖書館網站架構》

16:50-17:00

綜合討論

研討會情形：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黃鴻珠理事長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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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黃鴻珠理事長 致詞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陳雪華理事長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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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與黃鴻珠理事長合照

賴鼎銘教授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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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獎助論文得獎名單
 學位論文獎

姓名

畢業學校

論文題目

林佳葦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大學圖書館網站多媒體特性與使用者操
作滿意度之關聯性研究

許凱琳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虛擬博物館使用者之學習經驗研究

王丹怡

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國小圖書館空間規劃與使用之評估研究

陳慧珍

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網路圖像使用者相關判斷之研究

王亦勤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台灣地區學術生產力之研究：以 12 所大
究所
學為例

丁依玲

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以卡片分類法分析大學圖書館網站架構

 期刊論文獎
姓名
曾品方

現職

論文題目
小學一年級圖書資訊利用教育教學設計
之研究

台北市萬興國小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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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學術生產力之研究：以 12 所大學為例
A Study of Scholarly Productivity in Taiwan: Base on the 12
Universities

蔡明月

王亦勤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 1975 至 2006 年間，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學術生產力之概況，
透過各校被 WOS 資料庫蒐錄的文獻數量，進一步觀察不同領域中學校、學門，
以及個別系所學術生產力的分佈情形，並以書目計量學三大作者學術生產力定
律，加以驗證機構學術生產力之可行性，最後利用文獻成長模式檢視 12 所大學
文獻成長情形，進而呈現其研究主題之逐年變遷。
研究結果得知台灣地區學術生產力普遍存在不均現象，多集中於台灣大學；
而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領域學術生產力之表現，最多產學門分別為電子與電機
工程學門，以及管理學門；研究結果亦顯示合作研究已成為當前學術生產力的主
要模式。其次在定律驗證，得知本研究與三大作者學術生產力定律均不相符，究
其原因在於高生產力機構數量遠多於低生產力機構，並呈現機構之間學術生產力
的極端現象，而與定律不相吻合。最後以文獻成長模式印證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
整體學術生產力成長情形，可知其融合線性成長、指數成長以及邏輯斯第成長等
模式，且目前仍處於蓬勃發展的階段；而近 30 年來研究主題的變遷，是以電子
與電機工程和管理主題為研究主流。
關鍵字（Keywords）：
書目計量學、學術生產力、洛卡定律、普萊斯平方根定律、80/20 定律、文獻成
長模式
Bibliometrics, Scholarly Productivity, Lotka’s Law, Price’s Law, 80/20 Rule, Growth
of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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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圖書館空間規劃與使用之評估研究
The Evaluation Study of Using and Planning of Elementary
School Libraries
王丹怡
臺灣師範大學圖資所研究生

【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國小圖書館空間規劃與使用情形，透過環境心理學
的觀點，採用環境用後評估之研究方法，著重分析使用者行為與空間環境之互動
關係與影響因素，並以使用者之角度對臺北市一所國民小學學校圖書館空間進行
調查評估，以暸解國小圖書館空間之實際使用情形、使用者之感受與需求，並探
究其中有利或不利於師生使用之各項因素。本研究運用文件內容分析、參與型觀
察、結構式觀察、實質痕跡觀察、半結構式訪談及兒童繪圖分析等多元調查與評
估方法，實地蒐集第一手資料並進行綜合分析。最後，彙整文獻探討與研究結論，
提出幾點建議作為國小圖書館空間規劃設計與現有學校經營管理之參考。
關鍵字（Keywords）：
國小圖書館、用後評估、空間規劃
elementary school library,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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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圖像使用者相關判斷之研究
Study on Relevance Judgments of the Web Image Users
陳慧珍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研究生

【摘

要】

圖像是繼文字後最常被檢索的資料類型，網路使用者對於圖像的需求日增，
但現有網路圖像檢索系統功能無法完全滿足使用者需求，使用者在選擇圖像資料
時常感困擾。過去的資訊檢索評鑑指標之一即為「相關」
，但由於圖像資料迥異於
文字資料之特質，因此以文字為主的資訊檢索技術並不完全適用於圖像檢索。本
研究採實證研究法，以觀察、問卷、訪談等方式分析受試者圖像檢索過程，以瞭
解影響網路圖像使用者選擇圖像的相關判斷準則及其判斷線索。研究結果發現，
受試者在檢索初期時認為「主題性」為最重要的相關判斷準則，但最終受試者多
根據個人主觀意見選擇圖像資料。本研究亦分析受試者的網路圖像檢索需求，其
檢索需求多為專指性之主題，尤以人物類主題居多。目前國內網路圖像使用者研
究並不多見，希望透過本研究能為圖像資訊組織與圖像檢索技術之發展提供建
議，以幫助網路圖像使用者能有效提昇其圖像檢索效益。
關鍵字（Keywords）：
網路圖像檢索、相關判斷、相關判斷準則
Keywords: Web Image Retrieval、Relevance Judgment、Relevance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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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卡片分類法分析大學圖書館網站架構
Using Card Sorting to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f University Library Websites
丁依玲

【摘

要】

透過使用者導向的調查，可瞭解現行網站之資訊架構是否符合使用者認知，
並進一步對現行網站架構提出具體建議。有鑑於目前國內針對圖書館網站資訊架
構的研究並不多見，也未曾有研究者採行卡片分類法分析網站資訊架構。故本研
究採行「網站內容分析法」、「卡片分類法」及「問卷調查法」進行網站架構分析
研究，以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網站、該校圖書館館員及學生為研究對象，試
圖瞭解圖書館員、學生組織網站內容方式與現行網站架構之異同，以及對現行網
站分類標籤系統合適度之認知。
此外，更進一步提供群集分析網站架構、因素分析網站架構及現行網站架構
讓使用者進行尋獲度認知之調查，以深入瞭解卡片分類法提高網站內部尋獲度之
成效。研究結果顯示圖書館員與學生在組織網站內容的方式上略有差異，而與現
行網站架構進行比較也呈現部分的差異。再者，在尋獲度認知調查上也顯示出卡
片分類法所得之網站架構確實符合使用者期待，並有助於提升網站之尋獲度。
關鍵字（Keywords）：
大學圖書館、圖書館網站、資訊架構、卡片分類法、尋獲度
University library, library websit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card s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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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博物館使用者之學習經驗研究
A Study of Learning in a Virtual Museum Setting

許凱琳

【摘

要】

虛擬博物館與實體博物館同樣具有展示、教育、娛樂與研究的使命。雖然國
內外已有一些虛擬博物館使用者的相關研究，然而真正關注使用者在虛擬博物館
中如何學習的研究卻屬少數。本研究以實驗觀察法與深度訪談法，探討使用者在
虛擬博物館內的學習經驗，針對 15 位半年內曾前往故宮本館參觀的使用者進行訪
談與線上使用行為之觀察。研究結果將使用者在虛擬博物館中的學習行為歸納為
九種學習歷程，並討論其產生的學習效果、與實體博物館經驗之關係。
關鍵字（Keywords）：
虛擬博物館、博物館經驗、博物館學習、使用者研究
Keywords: Virtual museum; Museum experience; Museum learning; Us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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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一年級圖書資訊利用教育教學設計之研究
A Research on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of Library
Instruction
in the First Grade
曾品方
Pin-fang Tseng
臺北市萬興國小學圖書館館員
Librarian, Taipei Municipal Wanxing Elementary School

【摘

要】

為探討特定年級的圖書資訊利用教育，本研究以臺北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一年
級「進入圖書館的禮貌」課程作為研究的對象，採取行動研究為架構，運用參與
式觀察法與內容分析法，探討教學設計的要項，以供圖書資訊利用教育課程的參
考。研究結果顯示課程故事情境與實際行為之間存在有關聯性、學生對於禮貌的
詮釋以腳步和語言居多、學習單的陳述方式以否定句為多數、繪圖主題以閱覽、
電腦、期許為特色，以及圖書資訊利用教育突顯館員的教育職責。依據研究結果，
提出的建議包括：利用教育可於一年級實施、禮貌的規範以放慢腳步和輕聲細語
為指導重點、教學用語儘可能使用肯定正面的陳述、適宜的閱覽環境列入教學設
計的項目、資訊科技融入圖書資訊利用教育、館員可成為專業的教學者。
關鍵字 Keywords：
小學圖書館；圖書資訊利用教育；教學設計
Elementary school library ; library instruction ; instruc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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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圖書館網站多媒體特性
與使用者操作滿意度之關聯性研究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media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 Library Websites
and User Satisfaction
林佳葦
Jia-wei Lin
國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畢業生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摘

要】

大學圖書館網站設計的實務工作及相關文獻中，多媒體設計大多被視為次要
卻也是必備之評估項目，本研究結合大學圖書館網站多媒體特性、使用者操作知
覺及滿意度三要素，透過內容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進行實證研究，以 Davis et al.
所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期建購一個影響國內大學圖書館網站使用者操作
滿意度之理論模式，推論使用者在網站操作過程中，操作知覺受到圖書館網站多
媒體特性設計影響，進而影響使用者滿意度。研究結果可作為後續相關研究之參
考，並作為大學圖書館網站管理人員設計多媒體特性之參酌，協助提高使用者對
圖書館網站的使用滿意度。

關鍵詞：大學圖書館網站、多媒體、滿意度、科技接受模式
Key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Website, Multimedia, Satisfacti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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