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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報導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2008 博碩士生交流工作坊
主

辦：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宗

旨：本系為國內唯一具完整圖書資訊學教育架構之系所，博碩士生為圖書
資訊學領域研究之基礎與未來中堅人才，因此在博碩士生的養成教育
方面擬成立博碩士生交流工作坊，藉由定期研討激發創新概念，將所
學理論作進一步的延伸運用，讓圖書資訊研究能有更多發展的面向；
同時鼓勵博碩士生發表研究成果，並赴國際研討會參與交流。

時

間：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六日

地

點：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四樓編目教室

發表人/發表論文：
發表人
毛宣蓉

系所

發表論文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從原型理論觀點探討使用者對類
別認知之研究－以高中生網站分
類歷程為例

紀佩姍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H 指數應用於大學層級學術評估
之探討：以臺灣地區 100 大學為例

洪元元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使用者導向線上音樂分類體系之
探討－以音樂愛好者為例

徐景岳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從繪本閱讀族群解析看公共圖書
系友/立法院國會圖書館組員 館繪本閱讀推廣

田倩惠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國會助理立法資訊尋求行為之研
系友/立法院國會圖書館組員 究

柯明秀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從個人資訊管理探討學位論文相
關電子資料之管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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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學與研究成果交流工作坊
主

辦：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宗

旨：為進一步整合本系三個主軸的研究，以及推動加強系內教師教學與研
究成果之分享與交流，本系規劃於未來三年內舉辦教學與研究成果交
流會，於每學期舉辦一至二個場次，除邀請系內獲選優良教師之教師
分享教學心得外，亦邀請進行研究計畫之教師分享研究心得。

時

間：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地

點：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三樓會議室

演講者/講題：
演講者

系所

講題

陳雪華老師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數位出版構面研究

林珊如老師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休閒研究與圖書資訊學

唐牧群老師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 PubMed 醫學資料庫詞彙推薦介面
教授

林奇秀老師

之評估研究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 從結構化的觀點探討機構典藏在
教授

大學的推展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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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圖書資訊暨傳播學進行中論文發表會
主

辦：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

協

辦：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宗

旨：本發表會承繼 2007 年所舉辦兩次 RALIS 發表會的精神持續進行。發
表會主要目的在提供圖書資訊暨傳播學的師生一個學術交流平台，透
過對進行中研究成果初步的發表，以匯聚各方寶貴的意見，並藉此提
升學術研究的品質與創見。本發表會期待透過此種不拘形式的自由討
論形式，增進論文被學術性期刊接受的機會，同時引導出更多新的研
究議題。

時

間：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四日

地

點：世新大學 R1001 會議室

發表人/發表論文：
發表人

系所

發表論文

張景華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

台灣地區碩、博士論文之專利指標
的應用現況

蔡秋華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

從生活風格探討網頁美感體驗

林燕秋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

影音分享網站的閱聽人線上展演
行為之初探性研究

陳怡如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

從生活風格觀點探討樂活族之日
常生活資訊行為

丁瑜瑄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

以焦點團體訪談法探討知識管理
系統使用之實證性研究初探

古必鵬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

網路社群資訊分享行為之探討－
以 GOGOBOX 網路社群平台為例

姜義臺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

圖書館電子資源整合檢索系統優
使性與滿意度之研究

馮惠菁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研 電子資源整合檢索系統使用現況
究所

研究─以法鼓佛教研修學院圖書
資訊館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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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主任聯席交流會議紀要
王梅玲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兼主任
2008 年 7 月 5 日，第九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在武漢大學珞珈
山莊舉行兩岸圖書資訊學系主任交流會議。共有吳慰慈教授、胡述兆教授、陳傅
夫院長、陳雪華理事長與兩岸圖書資訊學系所主任、主任代表、教師、學生 30
餘人參加。會議首先回顧 1993 年第一屆研討會以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交
流的成果，分析圖書資訊學教育面臨新科技環境、挑戰與機遇，對圖書資訊學教
育領域的若干問題取得共識。
會議由程煥文、王梅玲、肖希明、林志鳳四人主持。會議首先由主持人報告
會議目的，其次由陳院長、陳理事長、吳惠慈老師、胡述兆老師致詞。接著由大
陸系主任介紹自己系所、發展現況，最後是台灣系主任介紹自己系所、發展現況。
在專業教育問題討論有四項重點：
1.專業學科名稱與範圍；
2.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價值；
3.圖書資訊學教育培養的人才與市場需求；
4.圖書資訊學核心課程與課程體系；
5.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合作方案。
本此交流會的另一主要議題是討論<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系主任聯席交流會
關於專業教育若干問題的共識備忘錄>(草案)，希望就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的若
干問題達成共識。
至今，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已經成功舉辦了八屆。本次研討會凝
聚歷屆研討會的精神與討論成果，對多年來兩岸專家共同關注問題進行總結，就
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價值、目標、未來發展等問題達成共識，對於指導日後海峽兩
岸圖書資訊學學科推廣宣傳、促進學科教育的發展均具有重要意義。
與會專家一致認為，共識應該以宣傳為目的，宣傳圖書資訊學悠久的歷史、
已經取得的成就和發展規模及其對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產生的重要效用，介紹圖
書資訊學的知識體系、國際上獨立學科建制的通行作法，促進社會和政府部門對
圖書資訊學的了解。吳慰慈先生認為發布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專業教育的共識很
有意義，並指出共識要以對學科發展、專業建設有推動作用為目標。
台灣學者介紹了圖書資訊學在台灣地區學科隸屬和發展狀況，重點介紹了其
在學科推廣宣傳方面採取的措施，如強調圖書資訊學研究對促進學術傳播、增強
學術競爭力和國家競爭力、提升民眾閱讀素養和國民素質等方面的價值。台灣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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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針對共識草案的內容和形式也都提出真知灼見。胡述兆先生提出，共識的發布
可以採取大陸、台灣地區兩個版本的方式，便於宣傳和推廣。
會議通過討論，專家們認為應該在以下方面達成圖書資訊學專業教育的共
識：圖書資訊學的重要性；環境改變對圖書資訊學科的影響；圖書資訊學教育作
為獨立學科的本質和學生應具備的專業素養；圖書資訊學核心課程與課程體系；
圖書資訊學教育的未來發展；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交流與合作形式的多樣化等。
專家們對共識草案的具體內容交換了意見，對<共識草案>中需要刪改、補充、
完善之處展開了熱烈討論。
在會議交流中，專家們求同存異，在學科定位、學科教育的價值等方面形成
了較為一致的認識，在學科發展的細節方面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在短短兩個小時
的會議中，與會專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形成了圖書資訊學專業教育發展較為
一致的共識。對推動圖書資訊學學科發展，促進學科教育創新，深化兩岸圖書資
訊學教育的交流有提升作用。
附錄一、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系主任聯席交流會關於專業教育若干問題的共識備
忘錄
應邀出席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和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聯合主辦的第
九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的30多位圖書資訊學系的系主任、主任
代表，於2008年7月5日在武漢大學舉辦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系主任聯席交流
會」。會議回顧了1993年第一屆研討會以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交流的成
果，分析了圖書資訊學教育面臨的新的技術環境、挑戰與機遇，對圖書資訊學教
育領域的若干問題取得了共識。
目前海峽兩岸在專業名稱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台灣地區學者常使用「圖書
資訊學」，而大陸學者常使用「圖書情報學」。我們認為，兩岸使用的名稱雖然
不同，但兩者的內涵是一致的。
（一）圖書資訊學教育的重要性
圖書館與資訊中心擔負著人類知識保存、傳遞與利用的重要使命，在文化傳
承和社會資訊化進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圖書資訊事業致力於傳播知識、
縮小資訊鴻溝、推進資訊資源公共獲取、保障資訊公平，是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
重要原素。圖書資訊學教育致力於培養具有資訊蒐集、組織、檢索、分析、評價、
開發、利用和服務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圖書資訊專業工作者，圖書資訊學教育在
社會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圖書資訊學專業的畢業生不僅勝任各類圖書館
工作，也能勝任資訊化與資訊資源管理等其他領域的工作。
（二）圖書資訊學教育面臨的環境正在改變
當今社會正邁入數位資訊時代。現代資訊技術營造了「無所不在」的資訊環
境。新的資訊環境將對圖書館業、圖書館資源和圖書館服務產生重要影響，從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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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圖書資訊學教育提出挑戰。同時，圖書資訊學教育也面臨著良好的發展機遇，
因為資訊環境的改變導致了資訊數量的急劇增加，網路技術的逐漸普及，社會資
訊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從而使圖書資訊事業的外部資訊環境得到提升，圖書資
訊學教育獲得了良好的發展基礎。
（三）圖書資訊學具有學科獨立性
1807年，施萊廷格使用「圖書館學」這個概念。他認為圖書館管理是一門專
門的、獨特的學科。1886年，齊亞茨科在德國哥廷根大學開設了歷史上最早的圖
書館學課程，次年美國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創辦圖書館管理學院。這些都標誌著
圖書館學正式地得到教育界、科學界的承認。在全球圖書館學研究不斷發展的同
時，各國的圖書館學學術組織和教育事業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對圖書館學研究起
了巨大的促進作用。隨著圖書館學理論研究更加系統和更加深入，資訊科學得到
了迅速發展。圖書資訊學逐漸形成。圖書資訊學有獨特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已
經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形成了包括大學、碩士、博士的完整學位教育體系。圖
書資訊學教育應在獨立的院（系、所）進行。圖書資訊學是一門獨立的一級學科，
不宜附設於其他學科內。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獨立性不否定對其他學科知識的密切
聯繫，圖書館學、資訊科學、檔案學不應分散於不同的學科中。在圖書資訊學獨
立學科基礎上，各校可依社會需求而設置專門性課程。
（四）圖書資訊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
圖書資訊學與實務存在密切的聯繫。圖書資訊學教育一直致力於培養既有扎
實的理論知識，又有較強的實踐能力的複合型資訊管理專門人才。近年來，圖書
資訊學教育在理論聯繫實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今後應進一步透過充實實踐
教學內容、增加實踐教學環節、聘任實踐工作者任教、加強教育界與業界的對話
等措施，培養學生在資訊資源採集、儲存、組織、檢索、保存、利用、服務、開
發等方面的實踐能力，推展圖書資訊事業的進步。
（五）圖書資訊學致力於培養不同層次的複合型人才
圖書資訊學業需要「濃基礎、寬口徑、強能力」，面向數位資訊資源環境的
資訊管理與服務，具有很強社會適應能力的創造、創新和創業型複合人才。複合
型人才的培養需要透過大學部、碩士、博士等不同的培養層次來實現。圖書資訊
學大學教育以奠定專業基礎，完善知識架構，培養實際動手能力為主要目標。碩
士教育應注重學科基礎理論與專門知識的結合，強調獨立擔負專門技術和管理工
作的專業能力。博士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培養學術型、管理型的專業人才，強調創
新性研究的能力。
（六）圖書資訊學核心課程與課程體系
圖書資訊學課程應面向圖書資訊業界的需求，以拓寬專業應用領域，為社會
培養能夠勝任各行各業圖書資訊專業人才為目標。圖書資訊學應該有自己的核心
課程。圖書資訊學的核心內容是知識組織與資訊服務，這是該專業區別於其他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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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本質要素。核心課程要以增強學生的競爭力為導向，促進資訊與知識傳播與
利用，以資訊的採集、組織、檢索、服務、開發的技術與工作為主軸，形成以資
訊利用與資訊素養教育為主的新的課程體系。圖書資訊學的相關課程包括了管
理、技術、法律等學科知識。
（七）圖書資訊學教學模式應該不斷改革
圖書資訊學的教學模式應該不斷變革以適應新的資訊環境下圖書館、資訊機
構、出版機構和檔案館等資訊機構的需要。應該堅持以資訊資源為中心的教育理
念，以使用者服務為中心的教學導向，以問題解決為中心的教學方法，以實踐需
求為導向的教學目標，並且努力營造終身學習環境。
（八）拓展圖書資訊學教育領域的合作以共創美好未來
推進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合作具有重要意義。海峽兩岸圖書資訊的學
術交流近十多年獲得長足發展。目前的合作需要進一步推進，形式應多樣化，包
括教師和研究人員的互聘與互訪，聯合授課，合作培養研究生，加強兩岸學生交
流，合作編寫教材、合作教學、合作研究、建立兩岸學術社群與論壇、合作建立
研究機構等模式。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界的前輩歷經數十年的艱辛努力，為
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合作與交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今天，海峽兩岸的中
青年學人有責任弘揚圖書資訊學交流合作的道統，將兩岸交流合作向縱深推進，
共同創造大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美好未來。
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系主任聯席交流會參加單位
（一）大陸地區
安徽大學管理學院圖書情報學系、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華東師範大學商學
院信息學系、華南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信息管理系、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
院醫藥信息管理系、華中師範大學訊信息管理系、河北大學管理學院圖書館學
系、黑龍江大學信息管理學院、蘭州大學管理學院、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南京
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信息管理系、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軍事信息管理系、南
開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系、山西大學管理學院、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武漢大學
信息管理學院、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浙江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系、鄭州大學信
息管理系、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
（二）台灣地區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世新大
學資訊傳播學系（所）、台灣大學圖書資訊系(所)、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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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紀要
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已經舉辦了八屆，第九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
學學術研討會於 2008 年 7 月 4 日至 5 日在武漢大學召開。本次會議係由台灣的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與大陸的武漢大學主辦，並由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武漢大學信息資源研究中心承辦。大會於 7 月 4 日上午 8 時 30 分開幕，來自海
峽兩岸三十餘所圖書資訊學或信息管理學校之學者專家齊聚一堂，探討圖書資訊
學教育與圖書館事業發展相關議題，開幕式由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理事長陳
雪華教授及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院長陳傳夫教授主持。
開幕式首先由武漢大學周創兵副校長致歡迎詞，大會也邀請台灣大學圖書資
訊學系名譽教授胡述兆、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資深教授彭斐章致詞，回顧了兩
岸圖書資訊學術交流的歷史與意義。出席開幕式的貴賓包括來自大陸的中國科學
院國家科學圖書館研究員孟廣均、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吳慰慈、武漢大學信息資源
研究中心主任馬費成；來自台灣的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所教授范豪英、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教授黃鴻珠等。開幕式之後，學術研討活動接續展開，大會
安排六場特邀報告與十六場專題報告，同時提供兩場學術論壇與一場研究生學術
交流活動，總計發表論文八十餘篇，研討會於 7 月 5 日下午 5 時 30 分閉幕，會
議日程表詳如後附之附錄一。
此次交流會兩岸學者們不僅有冷靜的闡述，也有睿智的爭辯，在討論與交流
中，專家們針對各種議題求同存異，雖然在學科發展的細節方面存在不同的看
法，但在圖書資訊學定位與學科教育的價值等方面，則逐漸形成較為一致的共
識。透過此次會議，與會專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對於推動圖書資訊學學科發
展，深化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的交流具有積極而正面的意義。
本次研討會傳承累積歷屆研討會的精神與討論成果，對多年來兩岸專家共同
關注問題進行總結，針對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價值、目標、未來的發展等問題進行
深入討論，對於日後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科推廣宣傳、促進學科教育的發展奠
下重要的基礎。
附錄一：研討會議程表
七月三日（星期四）
8：00~22：00

會議代表報到、註冊
地點：珞珈山莊

21：00~22：00 組織委員會全體會議
地點：珞珈山莊第二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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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星期五）
上午
7：00~8：00 早餐
地點: 珞珈山莊二樓餐廳
8：00~8：30 全體代表到達會場
地點: 人文館主廳
8：30~9：30 開幕式
地點：人文館主廳
主持人：
陳雪華，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理事長
陳傳夫，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院長
程 序：
（1）武漢大學領導致歡迎詞；
（2）湖北省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郭化夷致辭；
（3）臺灣大學圖書資訊系名譽教授胡述兆先生致辭；
（4）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資深教授彭斐章先生致辭；
（5）湖北省圖書館學會會長、湖北省圖書館館長萬群華研究員代表本地圖書館界致辭。
9：30~9：50 全體代表合影留念
地點：人文館正門前
9：50 ~10：10 大會特邀報告 (一)
地點：人文館主廳
主講人：胡述兆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系名譽教授
主 題： 我對兩岸圖書資訊學術交流的一些看法
主持人：馬費成 武漢大學資訊資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0：10~10：30 大會特邀報告 (二)
地點：人文館主廳
主講人：彭斐章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資深教授
主 題：加強圖書情報高級人才培養能力建設
主持人：馬費成 武漢大學資訊資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0：30~10：50 大會特邀報告 (三)
地點：人文館主廳
主講人：范豪英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教授
主 題：公共圖書館疏忽的環節：青少年服務
主持人：沈固朝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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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1：10 大會特邀報告 (四)
地點：人文館主廳
主講人：孟廣均 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館研究員
主 題：組建資訊資源管理學科體系 做大我們特有的情報學
主持人：沈固朝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
11：10~11：30 大會特邀報告 (五)
地 點：人文館主廳
主講人：黃鴻珠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教授，圖書館館長
主 題：數位時代的新版本學
主持人：吳美美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教授
11：30~11：50 大會特邀報告 (六)
地 點：人文館主廳
主講人：吳慰慈 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資深教授
主 題：談博士生創新能力的培養
主持人：吳美美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教授
下午
14：00~14：20 大會專題報告 (一)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一樓）
主講人：馬費成 武漢大學資訊資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主 題：開放網路環境下圖書情報教育的發展與變革
主持人：劉茲恒 北京大學資訊管理系主任教授
14：20~14：40 大會專題報告（二)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陳雪華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系教授
主 題：數位出版產業之構面研究
主持人：劉茲恒 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
14：40~15：00 大會專題報告 (三)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胡昌平 武漢大學資訊資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主 題：信息管理類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全程改革探索
主持人：葉繼元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
15：00~15：20 大會專題報告 (四)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陳昭珍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所長，圖書館館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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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網路社群意見衝突管理機制之探討
主持人：葉繼元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
15：20~15：40 大會專題報告 (五)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葉繼元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
主 題：形式與內容：LIS 核心能力探析
主持人：王世傳 上海圖書館教授，上海圖書館學會理事長
15：40~16：00 大會專題報告 (六)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王梅玲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主 題：臺灣中文電子期刊出版系統初探
主持人：王世傳 上海圖書館教授，上海圖書館學會理事長
16：00~16：20 提問
16：20~16：30 會間休息
16：30~16：50 大會專題報告 (七)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楊沛超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副主任，教授
主 題：社會科學情報學科成長與人才培養
主持人：方 卿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16：50~17：10 大會專題報告 (八)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蔡明月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主 題：資訊科學引用與被引用文獻之主題研究：1985-2005
主持人：方 卿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17：10~17：30 大會專題報告 (九)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邱均平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
主 題：海峽兩岸圖書情報學教育現狀比較分析
主持人：周曉英 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教授
17：30~17：50 大會專題報告 (十)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謝寶煖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系（所）副教授
主 題：從美國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之願景使命看圖書資訊專業
主持人：周曉英 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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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18：10 大會專題報告 (十一)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王世偉 上海圖書館教授，上海圖書館學會理事長
主 題：數字時代的圖書館文化多樣性服務—以上海圖書館為例
主持人：吳昌合 安徽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18：00~18：30 提問
晚上
19：30~21：30 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研究生論壇
地 點：珞珈山莊第四會議室（三樓與四樓之間）
主持人：
李 綱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羅思嘉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所長
點評人：
范並思 華東師範大學商學院信息學系主任，教授
莊道明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副教授
柯 平 南開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系主任，教授
曹樹金 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主任，教授
葉 鷹 浙江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系主任，教授
沙勇忠 蘭州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圖書館館長，教授
與會者：
海峽兩岸全體與會研究生，每位發言人發言時間為2 分鐘，全部發言結束後集中交流。
臺灣學生（18 人，按機構名稱漢語拼音音序排列）
陳莉娟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
陳永祥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
成維寧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
黃文彥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
阮纖茹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
蘇彥霖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
王 荻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
詹凱博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
莊惠涵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
張芳菁 昆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館視訊組
陳穎琪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
侯雅喬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
劉昶明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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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芮瑩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
林美妙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
邱敏芳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
姚雨辰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
鄭如婷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
大陸代表（22 人，按機構名稱中文拼音音序排列）
蔡 菁 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
周 吉 華東師範大學商學院信息學系
肖 珊 華東師範大學商學院信息學系
趙益民 南開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系
王虹予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圖書情報學專業
趙乘源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圖書情報學專業
陳紅豔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
費 巍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
符玉霜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
李卓卓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
劉 杰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
舒 欣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
宋琳琳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
唐 瓊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
吳 剛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
張新鶴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
次仁拉珍 浙江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系
樂思詩，浙江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系
七月五日（星期六）
上午
8：00~8：20 大會專題報告 (十二)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陳傳夫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主 題：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圖書情報學教育的發展
主持人：王學東 華中師範大學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
8：20~8：40

大會專題報告 (十三)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程煥文 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圖書館館長，資訊管理系教授
主 題：改變圖書館的立場－回歸圖書館的本質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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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學東 華中師範大學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
8：40~9：00

大會專題報告 (十四)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宋雪芳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主任，副教授
主 題：公共圖書館新移民女性服務手冊制定之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館為例
主持人：裴成發 山西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9：00~9：20

大會專題報告 (十五)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劉茲恒 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
主 題：圖書館學教指委關於編至本科指導性專業規範的設想
主持人：裴成發 山西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9：20~9：40

大會專題報告 (十六)

地 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講人：范並思 華東師範大學商學院信息學系主任，教授
主 題：圖書館學教育與現代圖書館理念
主持人：黨躍武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9：40~9：50

提問

9：50~10：00 會間休息
分會場一：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系主任聯席交流會
時間：10：00~12：00
地點：珞珈山莊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
王梅玲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程煥文 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圖書館館長，資訊管理系教授
肖希明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圖書館學系主任，教授
林志鳳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主任
與會者：
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系主任
議 題：
討論《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系系主任關於專業教育問題的若干共識（建議稿）
》
分會場二：大會論文交流
時間：10：00~12：00
地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
蔡明月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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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才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與會者：
全體論文作者，每位發言人發言時間為8 分鐘，全部發言結束後集中提問。
發言人及其主題：
（1）報告人：邱子恒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館，副館長，副教授
題 目：臺灣大學校院資訊素養相關課程之現況
（2）報告人：王新才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題 目：政府信息資源管理研究的現狀分析及其建議
（3）報告人：林巧敏 國家圖書館閱覽組主任
題 目：電子資源對圖書館館藏發展之影響與衝擊
（4）報告人：余顯強 世新大學圖書館館長，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
題 目：圖書館自動化課程因應數字典藏技術之變革
（5）報告人：黃如花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
題 目：Elsevier 期刊可開放存取情況的調查分析
（6）報告人：夏立新 華中師範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題 目：基於XTM 的圖書館專家知識地圖構建
（7）報告人：洪世昌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系統資訊組，組長
題 目：大學圖書館的新型態整合性服務模式─數位學習共用空間
（8）報告人：付先華 武漢理工大學圖書館館長，研究館員
題 目：高校圖書館員終身教育及其模式探討
（9）報告人：歐陽崇榮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副教授
題 目：從COUNTER 計畫的發展談電子資源使用統計報表之加值運用
（10）報告人：李道蘋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醫藥衛生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題 目：關於醫藥信息管理教育幾個問題的思考
(11) 報告人：潘淑惠 嘉義大學圖書館組長
題 目：知識組織之研究內容與發展
(12) 報告人：林素甘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助理教授
題 目：檔案人員專業能力之探討
下午
學術論壇一：現代資訊環境對圖書館事業的影響與圖書館實務變革
時間：14：00~16：00
地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
燕今偉 武漢大學圖書館館長，研究館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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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雪芳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主任，副教授
議 題：
數位時代的讀者與服務創新，數位出版、典藏、取用與電子資源管理，圖書館與新一代
網路之競與合。每人發言8 分鐘，再集中提問。
發言人及其主題：
(1) 發言人：湛佑祥 解放軍醫學圖書館，館長，教授
題 目：現代專業圖書館的信息服務
(2) 發言人：林信成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副教授
題 目：數字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資訊保存與取用現況初探
(3) 發言人：柯 平 南開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系主任，教授
題 目：圖書情報專業就業競爭力模式與保障
(4) 發言人：蔡順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教授
題 目：數位博物館光碟設計之探討─以佛經附圖為例
(5) 發言人：曹樹金 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主任，教授
題 目：圖書館專業人才能力和知識需求實證研究
(6) 報告人：羅思嘉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所長，副教授
題 目：大學境外專利活動分析：生產力與技術影響力之集中及擴散現象初探
(7) 發言人：陳能華 湘潭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8) 發言人：張慧銖，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副教授
題 目：圖書館館藏目錄加值問題初探
(9) 發言人：葉乃靜，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副教授
題 目：情感與資訊行為
(10)發言人：羅鳳珠，臺灣大學圖書資訊所/元智大學中國語文系，講師
題 目：植基於中國詩詞語言特性所建構之語意概念分類體系研究
學術論壇二：現代資訊環境對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影響及其應對
時間：14：00~16：00
地點：珞珈山莊第四會議室
主持人：
陳昭珍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所長，圖書館館長，教授
王曰芬 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
議 題：
在職培訓與終身教育、數字學習與合作教學、研究生教育與高級人才培養等，每人發言8
分鐘，再集中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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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及其主題：
(1) 發言人：吳美美，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所，教授
題 目：從虛擬參考服務的發展反思圖書資訊學教育內涵
(2) 發言人：裴成發，山西大學資訊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題 目：圖書情報學教育改革
(3) 發言人：林志鳳，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主任，副教授
題 目：資訊傳播在資訊服務專業教育的增援角色
(4) 發言人：黃元鶴，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副教授
題 目：圖書資訊相關系所的專利課程規劃與設計
(5) 發言人：葉 鷹，浙江大學資訊資源管理系主任，教授
題 目：數位時代的資訊資源管理人才培養探索--浙江大學資訊資源管理專業教育發展報告
(6) 發言人：高 波 華南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資訊管理系主任，教授
題 目：數位時代圖書館服務創新與研究生課程內容建設
(7) 發言人：沙勇忠 蘭州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圖書館館長，教授
題 目：iSchool 聯盟院校的課程改革及其啟示
(8) 發言人：莊道明，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副教授
題 目：從網路人力銀行求才條件探討臺灣數位內容產業人才需求趨勢
(9) 發言人：金勝勇，河北大學管理學院圖書館學系，系主任，副教授
題 目：關於出版學專業教育的思考
(10) 發言人：蘇小鳳，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副教授
題 目：網路式圖書館資訊素養課程之教學內容與設計研究
15：50~16：00 會間休息
16：00~17：30 閉幕式
地點：珞珈山莊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
董有明 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黨委書記
陳雪華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理事長
程 序：
（1）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研究生論壇情況報告；
（2）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系主任聯席交流會情況報告；
（3）宣讀《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系系主任關於專業教育問題的若干共識》
；
（4）陳傳夫教授致閉幕詞；
（5）宣佈大會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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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九十七年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基本資料與名錄
王梅玲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兼主任
台灣地區目前有 10 所圖書資訊學系所，開設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三
種學程。大學部學程有 6 所學校，含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以下簡稱臺
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資訊學組(以下簡稱師大圖資組)、私
立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以下簡稱輔大)、私立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以
下簡稱淡大)、私立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以下簡稱世新)、私立玄奘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以下簡稱玄奘)。碩士班學程有 8 所，包括臺大、輔大、淡大、國立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政大)、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以下簡稱中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師大圖
資所)、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研究所，以及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在職專班
數位圖書資訊組(以下簡稱交大)。博士班學程僅有臺大 1 所提供，有關 10 系所
資料參見表 1、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基本資料表。
為蒐集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現況資料，筆者於民國 97 年 3 月間進行
調查，蒐集各系所基本資料與、系所概介、教師人數等項目。本名錄包括 10
所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依成立時間先後分列於后。依次刊載下列資訊：中英
文名稱、地址、電話、傳真、電子郵件信箱、Web Page、系所簡史、提供學程、
現任系主任、歷屆系主任、系所重要出版品、現任教師、教師學術專長。
一、 系所基本資料
1.系所資料
表 1、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基本資料表
系所名稱

學校 系所成 系所隸屬
所在地 立年
學院

提供圖書資訊
學程

備註

師大社會教育學 臺北市 44 年 文學院
系圖書資訊學組

大學部/44 年成立

臺大圖書資訊學 臺北市 50 年 文學院
系

大學部/50 年成立
原名圖書館學系，86 年改
碩士班/69 年成立
為現名
博士班/78 年成立
碩士在職專班/92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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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資訊傳播學 臺北市 53 年 傳播學院 專科學校/53年成立至82 原名圖書資訊學系，自90
系
年停辦
學年度改為現名，該大學
大學部/84 年成立
86 年改制大學
三年制專科畢業生在職
進修學程/87 年成立
碩士班/89 年成立
輔大圖書資訊學 臺北縣 59 年 文學院
系
新莊市

大學部/59 年成立
夜間部/59 年成立
碩士班/83 年成立

原名圖書館學系，自81 學
年度改為現名

淡大資訊與圖書 臺北縣 60 年 文學院
館學系
淡水鎮

大學部/60 年成立
碩士班/80 年成立

原名教育資料科學系所，
自89 學年度改為現名，該
大學69 年改制大學

政大圖書資訊與 臺北市 85 年 文學院
檔案學研究所

碩士班/85 年成立

原名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自91 學年度改為現名

玄奘圖書資訊學 新竹市 87 年 資訊傳播 大學部/87 年成立
系
學院
中興圖書資訊學 臺中市 88 年 文學院
研究所

92 學年度改制大學

碩士班/88 年成立

師大圖書資訊學 臺北市 91 年 教育學院 碩士班/91 年成立
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交大在職專班數 新竹市 91 年 電機資訊 碩士班/91 年成立
位圖書資訊組
學院
2、系所教師統計
10 所圖書資訊學系所現有專任教師 67 人，兼任教師 108 人，一共 175 人。
專任教師 67 人，含男生 33 人，女生 34 人；具博士學位 53 人，博士教師占全系
的專任教師比例 79%。兼任教師共 108 人，含男生 61 人，女生 47 人；具博士學
位 51 人，博士教師占全系所兼任教師比例 47%。
表2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現有(至 97 年 3 月)專任教師員額統計表

學校名稱

男

女

合計

具博士學 博士教師占全系
位教師 專任教師比例

師大圖資組

1

1

2

1

50%

大學部/碩士班/博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臺大

6

5

11

11

100%

大學部/碩士班/博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輔大
(含日、夜間部)

5

5

10

6

60%

大學部/碩士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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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大

5

5

10

4

40%

大學部/碩士班

世新

7

4

11

10

90%

大學部/碩士班/二年
制在職專班/碩士在
職專班

玄奘

3

3

6

4

67%

大學部

政大

2

3

5

5

100%

碩士班

中興

1

4

5

5

100%

碩士班

師大圖資所

1

4

5

5

100%

碩士班

交大

2

0

2

2

100%

碩士在職班數位圖
書資訊組

合計

33

34

67

53

79%

表3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現有(至97 年3 月)兼任教師員額統計表
學校名稱

男

女

合計

師大圖資組

4

5

9

7

78%

臺大

5

6

11

8

73%

輔大
(含日、夜間部)

12

13

25

6

24%

淡大

6

5

11

4

36%

世新

13

6

19

1

5%

玄奘

4

1

5

2

40%

政大

3

1

4

3

75%

中興

3

3

6

4

67%

師大圖資所

10

6

16

14

88%

交大

1

1

2

2

100%

合計

61

47

108

51

47%

二、系所名錄
(一)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資訊學組
1. 英文名稱：Department of Adult & Continuing Education
2.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3. 電話：(02)23936798
4. 傳真：(02)23946506
5. 電子郵件信箱：acewww@www.ntnu.edu.tw
6. Web Page：http://www.ntnu.edu.tw/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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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所簡史：社會教育學系成立於 1955 年，以培養社會教育工作專才為目的，
分社會工作組、圖書館組、及新聞學組。1985 年成立社會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1995 年成立社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1997 年圖書館學組改名為圖書資訊學組
8. 提供學程：社會教育學系有大學部、碩士班
9. 現任系主任：李明芬
10. 歷屆系主任：(依屆序排列)孫邦正、王振鵠、李寶和、李建興、楊國賜、林
美和、林勝義、林東泰、林美和、王秋絨、陳雪雲、林振春、黃明月
11. 重要出版品：社會教育學刊(年刊)、社會教育雙月刊
12. 專任教師(限圖書資訊學組)：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學術專長

林美和 女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教育碩士

終身學習與教育；婦女心理
與教育；社會心理學

陳仲彥 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 圖書資訊學；參考資源

13. 兼任老師(限圖書資訊學組)：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學術專長

王振鵠 男

美國畢保德大學碩士

圖書資訊學；圖書館管理；
比較圖書館學

胡歐蘭 女

美國 Dominican University(原 Rosary 圖書館歷史與圖書館學；採
大學)圖書資訊學碩士
訪理論與實務；線上目錄檢
索系統；館藏發展；分類與
主題分析；行政與管理

陳光華 男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博士

資訊系統與科技；資訊檢索
理論與實務；資料庫與其他
檢索系統；書目計量/資訊計
量/網路計量

卜小蝶 女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管理學博士

資訊心理學，索引與檢索

謝建成 男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

系統分析；網路資源技術應
用；資料庫管理系統

吳美美 女

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傳播資訊學 圖書資訊學；資訊檢索；選
博士
擇與採訪

陳昭珍 女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館學研究所博士

王等元 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 電腦網路與多媒體；公共圖
書館

黃麗虹 女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館學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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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1. 英文名稱：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 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3. 電話：(02) 3366-2954
4. 傳真：(02) 2363-2859
5. 電子郵件信箱：lis@mail.lis.ntu.edu.tw
6. Web Page：http://www.lis.ntu.edu.tw
7. 系所簡史：1961 年 6 月 20 日成立圖書館學系大學部，1980 年成立碩士班，
1989 年成立博士班，1997 年改名為圖書資訊學系。
8. 提供學程：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
9. 現任系主任：朱則剛
10. 歷屆系主任：(依屆序排列)沈剛伯、賴永祥、周駿富、候健、陳興夏、何光國、
胡述兆、李德竹、吳明德、陳雪華、黃慕萱
11. 重要出版品：(1)圖書資訊學刊、(2)書府
12. 專任教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朱則剛 男
吳明德 男
陳雪華 女

黃慕萱 女
林珊如 女

謝寶煖 女

陳光華 男
陳書梅 女

藍文欽 男

研究專長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教育工 遠距教學、教育科技、視聽資料製作
學研究所博士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博士
館藏發展、資訊組織
美國喬治亞大學教育學博 資訊組織、數位典藏、知識管理、知
士(主修高等教育，副修教 識組織
育科技)
美國馬里蘭大學圖書館學 圖書資訊學、資訊檢索、資訊尋求行
與資訊科學系 博士
為索引與摘要、電子圖書館
美國羅格斯大學傳播資訊 資訊使用者行為、數位圖書館使用研
暨圖書館學研究院博士
究、企業資訊與知識管理、資訊服務
行銷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 參考資源與參考服務、圖書館建築與
究所博士
規劃、圖書館管理、品質管理、服務
行銷、績效評估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 資訊檢索與評估、自然語言處理、數
博士
位圖書館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 圖書館管理、讀者研究、資訊行銷、
校區 圖書館學暨資訊科學 管理心理學
哲學博士
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 分類編目學、索引與摘要、Metadata、
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圖書印刷史、中國目錄學
Carolina at Chapel Hill)資訊
與圖書館學博士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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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牧群 男

美國羅格斯大學傳播資訊 知識組織、資訊行為、系統評估
暨圖書館學研究院博士

林奇秀 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 政府資訊、資訊社會學、資訊政策、
校區 圖書館學暨資訊科學 數位圖書館、學術圖書館
哲學博士

13. 兼任老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專長

鄭雪玫 女

美 國 卓 碩 大 學 （ DrexeL 兒童讀物、兒童圖書館、公共圖書館、
Univ.）圖書館學碩士
社會科學文獻

胡述兆 男

美國佛州州立大學圖書館 圖書館學、資訊科學、政治學
學與資訊科學研究院哲學
博士

范承源 男

美國杜克大學哲學博士

李德竹 女

美國匹茲堡大學圖書館學 資訊科學、圖書館自動化、圖書資訊
與資訊科學哲學博士
標準、科技資源

盧秀菊 女

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館學 分類編目學、圖書館管理、人文學文
碩士
獻、讀者服務

潘美月 女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 目錄學、版本學
究所碩士

吳可久 男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營建工 圖書館建築、設計資訊管理、營建工
程與管理組博士
程與建築計劃

傅雅秀 女

台灣大學圖書館學博士

科技文獻、大學圖書館

陳昭珍 女

台灣大學圖書館學博士

資訊組織、資訊系統與科技、數位虛
擬圖書館、策略規劃與行銷、知識/資
訊檢索管理、Metadata、語意網路

廖又生 男

台灣大學商學博士

圖書館人力資源管理、圖書資訊法規

莊芳榮 男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博士

參考資源與服務

當代圖書館問題、圖書館行政研討

三、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1. 英文名稱：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 地址：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510 號
3. 電話：(02)29031111 轉 2334 或轉 2333
4. 傳真：(02)29017405
5. 電子郵件信箱：office@blue.lins.fju.edu.tw
6. Web Page：http://www.lins.fju.edu.tw
7. 系所簡史：1970 年成立圖書館學系，設有日、夜間部。自 1993 年起，奉准
改名為圖書資訊學系。1994 年 8 月成立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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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供學程：大學部(分日、夜間部)、碩士班
9. 現任系主任：林麗娟
10. 歷屆系主任：(依屆序排列)魏欽一、藍乾章、盧荷生、高錦雪、毛慶禎、
張淳淳、吳政叡
11. 重要出版品：無
12. 專任教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研究專長

林麗娟 女

美國喬治亞大學教育科技
學博士

教學科技、多媒體教學、圖書館利用
教育、資訊素養、教學理論、數位學
習、視聽媒體應用、讀者使用研究

高錦雪 女

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圖書
館學碩士

讀者服務、圖書資訊學理論 (兼涵圖書
館哲學) 、館藏發展、文獻 讀者服務
規劃

吳政叡 男

美國新墨西哥州立礦冶和
理工學院電腦學博士

圖書館自動化相關技術與標準、元資
料(Metadata)、模糊邏輯與類神經元網
路、電腦網路元資料概論

毛慶禎 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館學碩
士

技術服務、圖書館自動化相關技術與
標準、網路

張淳淳 女

美國凱斯西方儲備大學圖
書館學碩士

讀者服務、參考服務、參考資源、專
門圖書館、資訊服務、資訊檢索

蘇諼

女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圖
書館學博士

電子環境中的資訊行為、人機互動研
究、醫學資訊的利用與評鑑、醫學圖
書館館員的繼續教育與專業發展、資
訊素養與圖書館利用教育、資訊學研
究方法

鄭恒雄 男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碩士

技術服務規範、編目、標題表研究、
參考工具書編纂、叢書類書與索引、
中國目錄學等

陳舜德 男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科學學
系博士

資訊檢索、自然語言處理、機器翻譯、
智慧型人機介面設計、系統分析與設
計、語料庫相關研究

黃元鶴 女

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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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呈潢 男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博士

讀者服務、圖書館管理、政府資訊政
策、館藏發展、資訊行銷、圖書館推
廣、圖書館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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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兼任老師：
(1)日間部兼任教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專長

簡有儀 男

輔仁大學文學博士

應用文、國學導讀、中國文學史、中
國文學批評與比較

蘇

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

中西文圖書史、文獻學、圖書館學、
歐洲漢學

施碧霞 女

美國印地安納大學圖書館
與資訊科學研究所碩士

圖書館自動化、資訊檢索、資訊管理

邱子恆 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博士

資訊組織、知識管理、 知識管理、館
藏發展、研究方法、醫學資訊學

黃國男 男

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
碩士

統計資料分析、應用統計、機率分析、
反應曲面最佳化

嚴鼎忠 男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碩士

圖書館讀者服務、圖書館策略規劃、
期刊編輯

李

明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碩士

館藏發展、採訪實務、圖書館實務

鍾隆琛 男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儒家哲學、美學、生命教育、邏輯

精 男

(2)夜間部兼任教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專長

宋建成

男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碩士

圖書館史、圖書館行政

曾淑賢

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博士

讀者資訊需求及、資訊尋求行為、公
共圖書館行政管理、公共圖書館讀者
服務、兒童圖書館服務

蘇倫伸

男 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
究所博士

資訊管理、電腦網路規劃、資訊安全、
網路資源、圖書館資訊系統、知識管
理、圖書館營運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王宏德

男 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研
究所碩士

電腦多媒體、網頁設計與網站管理、
系統分析、專案管理、政府資訊服務、
網路資源

李

明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碩士

館藏發展、採訪實務、圖書館實務

呂春嬌

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圖書館行政、管理、知識管理、讀者
服務

吳敏萱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碩士

資訊組織、參考服務、電子資源、數
位圖書館

26

第 30 期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訊

林巧敏

女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博士

檔案管理、檔案讀者服務、參考資源、
電子館藏發展

康芳菁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碩士

分類搜尋檢索機制、網路資源、網站
經營與建置規劃

陳淑燕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碩士

資訊組織、主題分析、圖書館技術服
務、圖書館自動化

張志強

男 國立政治大學統計研究所
碩士

統計學、政府統計、抽樣調查

張賢淑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
士

圖書館推廣與行銷、讀者服務、大學
圖書館

莊明芬

女 Univ. of Wisconsin- Madison 資訊組織、圖書徵集、網頁設計、圖
圖書&資訊研究碩士
書館資源利用、大學圖書館、政府數
位出版

黃千芮

女 Mres in Library, Archive and 電子出版品、電子病歷之推廣與利
Information Stusies. MA in 用、電子書對大學圖書館的影響、電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子出版品與法律議題
Publishing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鄭惠珍

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分類編目、資訊組織、知識組織、圖
書館建築

駱英豐

男 美國伊諾大學圖書館學碩
士

圖書館文獻、參考資訊服務

嚴鼎忠

男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碩士

讀者服務、中文參考資源與服務、圖
書館營運管理、專業倫理、近代圖書
館史、工具書編纂、刊物編輯與出版

蘇錦華

女 美國 UCLA 圖資所碩士

影音資料之整理與保存

楊秦怡

男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碩
士

資料庫系統、作業系統、資訊管理、
專案管理、系統分析與設計、程式語
言(VB.Java)

四、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1. 英文名稱：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2. 地址：臺北縣淡水鎮英專路 151 號
3. 電話：(02)26215656 轉 2335 或 2382
4. 傳真：(02)26209931 或 26232540
5. 電子郵件信箱：dils@mail.tku.edu.tw
6. Web Page：http://www.dli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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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所簡史：淡江大學於 1971 年成立教育資料科學系。在名稱上雖有差異，但
實質上郤屬於圖書館學之範疇，強調教育資料處理、視聽教育、與資訊科學，
並且提供教育相關的課程。該系自 1986 年起，增設輔系及增開選修課程，採
形式分組制，分為圖書館組、視聽資料組、與資訊科學組，學生可就其興趣
選修各組科目，也可跨組選修兩組以上之課程。1991 年並成立碩士班。1997
年開始，教育科技組獨立成教育科技系所，自此系所不再分組。2000 年為因
應資訊時代需要改名為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8. 提供學程：大學部、碩士班
9. 現任系主任： 宋雪芳
10. 歷屆系主任：(依屆序排列)方同生、胡歐蘭、黃世雄、黃鴻珠、何福田、黃世
雄、朱則剛、高薰芳、徐新逸、邱炯友、蔡明月
11. 重要出版品：(1)教育資料與圖書館學
12. 專任教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研究專長

宋雪芳

女

美國維拉諾瓦大學電腦科 讀者服務；中小圖書館；科技文獻；
學碩士
灰色文獻
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

林信成

男

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博士 資料庫結構；知識工程；通訊網路；
數位科技

林素甘

女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資訊機構服務與管理；資訊資源與服
所博士
務；檔案管理；檔案鑑定；數位典藏
（數位圖書館、詮釋資料、數位內
容）；研究方法

邱炯友

男

英國威爾斯大學資訊與圖 圖書、印刷、出版業；學術與科學傳
書館學研究博士
播；政府文獻；電子文件；資訊政策；
研究方法

馬少娟

女

師範大學社教系圖書館組 館藏發展；採訪理論與實務；館藏維
學士
護；期刊；參考與資訊服務

陳和琴

女

師範大學社教系圖書館組 資訊組織；記述編目；分類與主題分
學士
析；索引與摘要；參考與資訊服務；
學術圖書館

黃世雄
男
（96 年 2
月起改聘
為榮譽教
授）
黃鴻珠
女

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館暨 圖書館行政與管理專題；圖書館資源
資訊科學高級碩士
分享與合作；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導
論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分 數位化資源管理；國際漢學資源；圖
校圖書館與資訊科學高級 書館自動化；人文資訊檢索；數位學
碩士
習在圖書館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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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崇榮 男

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博士 圖書館系統分析；圖書資訊統計學；
知識管理；電子圖書館

賴玲玲

美國匹茲堡大學圖書館與 知識/資訊檢索管理；資訊系統與科
資訊科學研究所博士
技；使用者與資訊系統使用；人機互
動

女

13. 兼任老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專長

卓玉聰 女

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圖書 健康醫療資訊學；醫學圖書館；行政
館學碩士
與管理；人事管理；期刊；參考與資
美國 Drexel 大學高級碩士 訊服務

張迺貞 女

英國倫敦大學圖書資訊學 數位圖書館專論；知識管理；資訊組
研究所博士
織；論文寫作；數位內容資源；資料
庫應用；管理資訊系統

陳亞寧 男

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學 網路資源與應用；數位圖書館專題
系碩士

曾堃賢 男

文化大學史學碩士

黃維綱 男

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學 非書資料與管理
系學士

溫達茂 男

美國楊百翰大學圖書資訊 圖書館作業評估；圖書館系統；圖資
所碩士
相關標準協定；系統分析及規劃

蔡明月 女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資訊計量學；資訊儲存與檢索專題；
圖書館與資訊科學博士
學術與科學傳播；圖書館與資訊科
學；服務評鑑

蔡斐文 女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館 館藏維護；紙質文物修復；紙質文物
研究所科學碩士
保護管理

鄭美珠 女

師範大學社教系圖書館組 圖書分類編目
學士

賴鼎銘 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圖書館 資訊傳播學、知識社會學、圖書資訊
與資訊科學研究所博士
學；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史專題；圖
書館學與資訊科學理論

薛理桂 男

英國羅福堡大學圖書與資 檔案學管理；檔案鑑定；檔案自動化；
訊科學研究所博士
電子文件管理

圖書、印刷、出版業；館藏發展；採
訪理論與實務；公共圖書館

五、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1. 英文名稱：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2. 地址：臺北市木柵路一段 17 巷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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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電話：(02)22368225 轉 3282
傳真：(02)22361722
電子郵件信箱：e07@cc.shu.edu.tw
Web Page：http://ic.shu.edu.tw/
系所簡史：圖書資訊學系的前身為專科時代的「圖書資料科」
，於 1964 年 10
月 15 日奉准設立，分三年制與五年制兩種，前者招收高中畢業生，修業 3 年；
後者係招收國中畢業生，修業 5 年（五年制自民國 1970 年停止招生），翌年
在夜間部增設圖書資料科，首任科主任為蔣復璁先生，1965 至 1967 年夏為
劉崇仁先生擔任，其後由陳浩先生、鄭雪玫女士、盧荷生先生先後擔任。1982
年劉崇仁先生返校繼續主持科務，不幸於 1983 年 10 月因心臟病逝世，科務
遂由校長張凱元代理，至 1984 年 9 月始由林志鳳女士接任科主任的職務。世
新專科學校於民國 1991 年改制為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本系則於民國 1995 年
8 月重新設系。
8. 提供學程：大學部、二年制在職專班（89 學年度第一屆招生）、碩士班
9. 現任系主任：林志鳳
10. 歷屆系主任：(依屆序排列)蔣復璁、劉崇仁、陳浩、鄭雪玫、盧荷生、張凱元、
林志鳳、賴鼎銘、莊道明
11. 重要出版品：資訊傳播與圖書館學
12. 專任教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賴鼎銘 男
林志鳳 女

學術專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圖書館

資訊傳播學、知識社會學、圖書資訊

與資訊科學博士

學

美國西蒙斯大學圖書資訊

知識管理研究、資訊機構管理

學博士
莊道明 男

余顯強 男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資訊傳播學、資訊素養研究、專業倫

所博士

理學

交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數位圖書館專題、資訊系統評鑑

博士
林頌堅 男

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博士

資訊檢索理論與實務；資訊系統與科
技

葉乃靜 女
蔡順慈 男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資訊服務、使用者研究、質化研究、

所博士

傳播與文化

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博

數位典藏、數位內容產業、數位學習、

士

軟體工程、計算機網路、管理資訊系
統、資料庫系統

阮明淑 女

臺灣大學園藝所博士

主題分析；資訊組織學；知識管理

黃昭謀 男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

網路文化、資訊科技政策、資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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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加文 男

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

電子商務、專家系統、知識管理

陳貞妃 女

美國馬里蘭大學(U. of

分類與編目、應用心裡學、資訊素養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圖書資訊科學碩士
13. 兼任老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周文欽 男

學術專長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量化研究、研究方法與寫作

博士
王宏德 男

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系

數位影像處理、多媒體編導技術、網

王麗蕉 女

碩士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碩士

路資源與應用
資料蒐集與報告寫作

陳宏麒 男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電腦藝
術所碩士

數位媒體概論、資訊傳播學專題

溫達茂 男

美國揚百翰大學圖書資訊
學碩士

資訊素養、知識管理

呂洽毅 男

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
藝術碩士

電腦動畫

黃宛華 女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所碩士

企劃與專案、策略管理

郭聖德 男

多媒體編導技術

高雅慧 女

Academy of Art College
Computer Arts Master of
Fine Art
台灣大學圖書館研究所碩
士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碩士

張銘純 女

帕森設計與科技學院碩士

影音數位化處理

谷緬莒 男

美國北維吉尼亞州大學計
算機科學碩士

電子商務

林致傑 男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碩士

數位產品技術加值

陳宏騏 男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電腦藝
術所碩士

數位媒體概論、資訊傳播學專題

郭冠麟 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碩士

資訊素養

蔡秀芬 女

世新大學傳研所博士班

傳播與文化

劉敦瑞 男

世新大學傳研所博士班

影音數位化處理、攝影理論與實務

謝宗穎 男

世新大學經濟學碩士

網站規劃與設計

蘇昱霖 男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碩士

創新與產業發展

涂曉晴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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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1. 英文名稱：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2.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百年樓四樓)
3. 電話：(02)29393091 轉 62952
4. 傳真：(02) 29384704
5. 電子郵件信箱：cswu@nccu.edu.tw.
6. Web Page：http://www.lis.nccu.edu.tw
7. 系所簡史：政治大學為配合政府十二項建設中之文化建設，於 1996 年成立圖
書資訊學系，培育具有專門學科背景的圖書資訊業、博物館以及各級檔案管
理之專業人才，2002 年因國內博物館研究所成立，本研究所改以圖書資訊學
與檔案管理為主要範圍，2003 年改名為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8. 系所特色：該研究所發展重點，分為二組，圖書資訊學組、檔案學組
9. 提供學程：碩士班
10. 現任系主任：王梅玲
11. 歷屆系主任：(依屆序排列)胡歐蘭、楊美華、薛理桂、楊美華
12. 重要出版品： 合作編輯圖書資訊學刊、2006 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數位圖書館與數位學習研習班研習手冊
13. 專任教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學術專長

楊美華 女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圖書館
學暨資訊科學博士

研究方法；參考與資訊服務；行政與
管理；館藏發展；國際/比較圖書館學；
學術圖書館

薛理桂 男

英國羅福堡大學圖書與資
訊科學研究所博士

國際/比較圖書館學；圖書資訊學重要
觀點；圖書資訊學是專業；圖書資訊
學是一學門

王梅玲 女

臺灣大學圖書館學研究所
博士

國際/比較圖書館學；圖書資訊學教育
與學程；館藏發展；資訊組織；學術
圖書館；期刊管理；資訊素養與教育

蔡明月 女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
區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
博士

資訊檢索理論與實務；圖書資訊學重
要觀點；索引與摘要；書目計量/資訊
計量/網路計量學；學術與科學傳播；
服務評鑑

陳志銘 男

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
系計算機工程組博士

資料探勘及檢索；崁入式資訊系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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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學習；智慧型網路教學
系統；數位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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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兼任老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學術專長

莊芳榮 男

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
士

國家圖書館; 參考資源

陳士伯 男

文化大學實業計劃研究
所博士

檔案館和文書/記錄中心

朱重聖 男

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
士

檔案館和文書/記錄中心

馮明珠 女

臺灣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

檔案館管理、清代檔案

七、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圖書資訊學系
1. 英文名稱：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 地址：新竹市香山區玄奘路 48 號
3. 電話：(03)5302255 轉 5336
4. 傳真：(03)5391233
5. 電子郵件信箱：chimei@hcu.edu.tw
6. Web Page：http://www.hcu.edu.tw/hcu3/content/lis01/
7. 系所簡史：玄奘人文社會學院於 1998 年度成立圖書資訊學系，其設系目標及
特色為：(1)因應資訊科技服務之需求，培育圖書資料蒐集、管理與利用之全
方位圖書資訊專才，以提升全民之資訊檢索與使用能力；(2)加強社會資訊服
務之關懷，使資訊能方便的為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士所使用；(3)配合新竹地區
科學園區之地緣關係以培育區域性人才。
8. 提供學程：大學部
9. 現任系主任：王美玉
10. 歷屆系主任：(依屆序排列) 夏誠華、王梅玲、黃明居
11. 重要出版品：
12. 專任教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學術專長

王美玉 女

英國威爾斯大學亞伯斯威
斯校區資訊與圖書館學所
博士

圖書資訊學；檔案館藏；策略規劃、
行銷、遊說；行政與管理

林瑞盛 男

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
博士

資訊視覺化/影像處理；資訊技術管理/
多媒體

張東淼 男

大同工學院化工所博士

資料庫與其他檢索系統/資料庫分析設
計

馮秋萍 女

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學
系碩士

圖書資訊學；兒童/青少年文獻；知識/
資訊檢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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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珠 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碩士

圖書館歷史與圖書館學；圖書資訊學
是一學門；資訊組織；分類與主題分
析

王等元 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
育學系博士

電腦網路與多媒體；公共圖書館

13. 兼任老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學術專長

黃明居 男

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
博士

數位/虛擬圖書館；電腦/資訊網路；資
料庫與其他檢索系統/決策支援系統

林孟玲 女

美國紐約雪城大學圖書館
學碩士

館藏發展；館藏維護；檔案館藏

徐文杰 男

交通大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碩士

資訊視覺化；電腦/資訊網路；行政與
管理

朱俊榮 男

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
博士

資訊技術管理/多媒體

葉鎮源 男

交通大學資訊科學所碩士

八、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 英文名稱：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 地址：臺中市國光路 250 號
3. 電話：(04)22840815 轉 12
4. 傳真：(04)22871869
5. 電子郵件信箱：gilis@dragon.nchu.edu.tw
6. Web Page：http://www.nchu.edu.tw/~gilis/
7. 系所簡史：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於 1999 年 8 月招生第一屆研究生 10
名。該所設立宗旨為融合傳統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的理論基礎，兼及資訊技
術與應用的訓練，培育高素質的優秀人才，以符合資訊時代的圖書館與資訊
中心之人力需求。國內現有的圖書資訊學系所皆集中於北部地區，該所為中、
南部地區第一個成立的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為配合政府既定的人力培育原
則，積極提升中、南部地區圖書資訊學研究，培養高層專業人員。
8. 提供學程：碩士班
9. 現任所長：張慧銖
10. 歷屆系主任：(依屆序排列)范豪英、詹麗萍
11. 重要出版品：無
12. 專任教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張慧銖 女

學術專長

台灣大學圖書館學博士

圖書館社會/文化；館藏發展；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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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記述編目；分類與主題分析；索
引與摘要；Metadata 與語意網路；知識
/資訊檢索管理；線上目錄檢索系統；
健康醫療資訊學；醫學圖書館
詹麗萍 女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圖書資
訊學研究院博士

圖書資訊學重要觀點；研究方法；館
藏發展；電子文件；資訊素養與教育；
數位/虛擬圖書館

羅思嘉 女

台灣大學圖書館學博士

資訊組織與檢索；讀者行為研究；書
目計量學；圖書館資訊系統

蘇小鳳 女

美國伊利諾大學圖書資訊
學博士

電子參考服務；行政與管理；數位/虛
擬圖書館；資料庫與其他檢索系統；
學術圖書館；資訊需求/行為/實務

郭俊桔 男

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自然語言處理、資訊檢索、語料庫、
智慧型人機界面

13. 兼任老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學術專長

林呈潢 男

台灣大學圖書館學博士

讀者服務；圖書館管理；政府資訊政
策；館藏發展；資訊行銷；圖書館推
廣；圖書館資訊系統

胡鳳生 女

美國俄亥俄大學高等教育 公共圖書館；行政與管理；圖書館與
博士
社會/文化；資訊素養與教育

柯皓仁 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研 數位圖書館；資料庫管理系統
究所博士

范豪英 女

美國萬比德大學圖書館碩 館藏發展；參考與資訊服務；學術圖
士、美國南伊利諾州立大學 書館；醫學圖書館；行政與管理
人類學碩士、美國蒙荷利約
克學院英國文學碩士

賴苑玲 女

美國田納西大學教育學博 學校媒體中心圖書館；閱讀與素養；
士
資訊素養與教育；研究方法；圖書資
訊學遠距教育

陳格理 男

美國密西根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設備

九、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 英文名稱：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2.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3. 電話：(02)2351-3968 分機 11
4. 傳真：(02)2351-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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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電子郵件信箱：glis@deps.ntnu.edu.tw
Web Page：http://www.glis.ntnu.edu.tw/webpage/
系所簡史：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成立於 2002 年，將反映該學門三個主要學科
內涵，亦即資訊對人類和人類社會的作用，依個人層次、機構層次、和社
會層次表達。
8. 提供學程：碩士班
9. 現任系主任：陳昭珍
10. 歷屆系主任：(依屆序排列)吳美美
11. 重要出版品：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
12. 專任教師：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研究專長

陳昭珍 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館學研 資訊組織、資訊系統與科技、數位/虛擬
究所博士
圖書館、策略規劃與行銷、知識/資訊檢
索管理、Matadata 與語意網路

吳美美 女

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 圖書資訊學教育、館藏發展、參考與資訊
傳播資訊學博士
服務、資訊素養與教育、學術傳播、服務
平鑑、使用者與資訊系統使用

謝建成 男

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資料庫與其他檢索系統、高等演算法、資
訊資源規劃、書目探勘學、資訊架構學、
軟體工程、電腦/資訊網路

卜小蝶 女

交通大學資訊管理博士

資訊檢索理論與實務、網路使用者研究、
網路資訊服務、資訊管理、資料庫與其他
檢索系統、線上目錄檢索系統、索引與摘
要

邱銘心 女

美國威斯康辛麥迪遜分校 組織行為與組織溝通、資訊檢索行為、數
圖書資訊學博士
位圖書館與數位典藏

13. 兼任老師：
姓名
王振鵠
賴鼎銘

性別 最高學歷

學術專長

男

圖書資訊學、圖書館管理、比較圖書館
學

男

美國畢保德大學碩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圖書館
圖書館史、知識社會學
學與資訊科學博士

郭麗玲 女

美國俄亥俄州成人教育及 圖書資訊學、成人教育、人力資源、兒
人力資源發展哲學博士 童讀物

女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教育碩 終身學習與教育、婦女學習與教育、圖
士
書資訊利用

曾元顯 男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 資訊檢索、文字知識探勘、自然語言處

林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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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理、數位圖書館

柯皓仁 男

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 數位典藏、資訊科技與數位圖書館、資
博士
料探勘、圖書館館際合作聯盟之經營與
管理

宋建成 男

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 參考資源服務、圖書館史、圖書館行政

曾淑賢 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讀者資訊需求及、資訊尋求行為、公共
博士
圖書館行政管理、公共圖書館讀者服
務、兒童圖書館服務
美國愛荷華大學教育測 教育測驗與評量、心理與教育測驗、高
驗統計博士
級統計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 圖書資訊學，參考資源
教育學系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 資訊管理、知識管理、電子商務經濟學
學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 讀者服務、圖書館管理、政府資訊政
學博士
策、館藏發展、資訊行銷、圖書館推廣、
圖書館資訊系統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 資訊科學導論、資料壓縮、物件導向程
學博士
式設計及實習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博 資訊服務、使用者研究、質化研究
士
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 數位典藏、數位內容產業、數位學習、
博士
軟體工程、計算機網路、管理、資訊系
統、資料庫系統
英國倫敦大學檔案資訊 數位圖書館專論、知識管理、資訊組織、
管理博士
數位內容資源、資料庫應用、管理資訊

章舜雯 女
陳仲彥 男
張孟元 女
林呈潢 男

葉建華 男
葉乃靜 女
蔡順慈 男

張迺貞 女

系統
王等元 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 數位學習、教學互動、遠距教學
教育學博士

十、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在職專班數位圖書資訊組
1. 英文名稱：Digital Library Group of the Department of Degree Program of
2.
3.
4.
5.
6.
7.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Computer Science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電話：03-5731780
傳真：03-5718925
電子郵件信箱：dl@lib.nctu.edu.tw
Web Page：http://dl.lib.nctu.edu.tw
系所簡史：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與通訊網路的普及，數位化的資訊內容將成
為人類擷取資訊的主要來源。鑑於一般圖書館相關系所或在職專班，多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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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且以傳統圖書館學為主要教學與研究方向。本數位圖書資訊
組成立是以數位技術為導向結合傳統圖書館學與先進科技為主，以與其他圖
書館相關系所有所區隔。
8. 提供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9. 現任系主任：陳昌居
10. 專任教師(數位圖書資訊組)：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學術專長

黃明居 男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工程與
管理博士

數位圖書館

柯皓仁 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研
究所博士

數位檢索

11. 兼任老師(數位圖書資訊組)：
姓名

性別 最高學歷

學術專長

蘇小鳳 女

美國伊利諾大學圖書資訊
學博士

數位參考服務

林瑞盛 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研
究所博士

XML；詮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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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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刊特專訪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唐牧群老師及林奇秀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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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牧群助理教授
最高學歷：美國羅格斯大學傳播資訊暨圖書館學研究院博士
經

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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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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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學念的是廣告，由於當時網路正處於蓬勃發展階段，本身對網路也
很有興趣，於是上了一些有關網路的課，包括圖書館科學等，成為日後跨行之主
因。退伍後曾於中央廣播電台擔任一年左右的新聞編譯，之後就前往美國繼續深
造，取得碩士文憑後幾經考慮，又再修讀博士學位。在國外唸書時，曾在法律圖
書館打工，博士班最後一年因為幫老師代課，教過資訊組織及知識管理兩門課。
問：請老師分享您到圖書資訊學領域任教的原因與過程？
答：因為我喜歡作研究，嚮往教授的生活形態，所以選擇出國留學，努力朝
此目標發展。雖然我不是圖資背景，但在社會科學中，許多研究方法和基礎理論
是相通的，圖資又比其他學科更務實，加上我對資訊網路很有興趣，所以，投入
此領域，至今所開的課亦與網路相關，如網路資源、資訊檢索等。
問：請教老師投身圖書資訊學領域後有何感想或建言？
答：我覺得圖書資訊學不應從工具或技術觀點定義，以免被快速變化的時代
所淘汰。學科定義應著眼於學科發展目標，不純然以技術性觀點定義學科，簡單
來說，圖書資訊學就是維繫使用者和資訊的中介。
從領域內涵來看，圖書資訊學內涵多元，較偏重實際應用，會借用其他領域
的理論及方法，如社會學、心理學、電腦科學等。這種多元性也反映於美國的圖
書資訊學教育，他們沒有設置大學部課程，所以，研究所學生可能來自中小學教
師、律師、化學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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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量化方式分析問題的能力愈來愈重要，量化分析能提供實證，可應
用於書目計量學、資料探勘等，最近有研究者提出圖書館資訊服務也應走向實
證，如使用及使用者研究，評估圖書館網頁介面與服務有效程度。以國外狀況而
言，圖書館為了與眾多資訊服務管道競爭財源，必須證明其服務價值，因此積極
發展服務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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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同學可加強計量方面的學習，培養思考及分析問題的能力，盡量
從作中學，所以我會上課會提供同學實作機會，如利用 wiki 等自由軟體，提高
學習效果。
此外，圖資同學不該只是資訊服務使用者，更應有資訊服務設計者的高度。
鑑於資訊服務能生存一定有他的利基或歷史，且每一項服務或工具都一定有改進
空間，所以同學可先嘗試利用網路服務，分析線上服務或軟體成功及失敗原因，
從存在價值評估有用性，根據個人經驗評估好用性，以逐步成為資訊服務設計者。

二、 林奇秀助理教授
最高學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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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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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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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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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學念的是圖書館系，應屆畢業考上研究所，繼續念碩士班，在念碩
士班期間考上高考，畢業後即分配到政大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工作，但當時已有出
國繼續修讀博士之念頭，想朝大學教職發展，所以僅將工作視為短暫的休息。在
政大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工作時，主要負責政府出版品，提供政府資訊服務，亦協
助編目組進行微縮建檔工作，累積了三年工作經驗。
問：請老師分享您到圖書資訊學領域任教的原因與過程？
答：我是屬於比較有事業企圖心的人，但圖書館的職務升遷過程漫長，且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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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與否除了和個人努力有關，還需要與他人比較，涉及許多社交因素，我個人不
甚喜歡；相較之下，教職升遷是視研究教學表現而定，僅需與自己比較，只要達
一定標準就有升遷機會。
此外，我對很多事物都有好奇心和探究精神，雖然熱愛研究的程度不若一些
老師，但並不討厭此工作，且隨著研究成果累積的成就感，未來很可能愈來愈熱
愛此工作。加上我自信具備一定的分析能力及表達能力，又有充分的唸書動機，
所以就這樣決定走上教職。
問：請教老師投身圖書資訊學領域後有何感想或建言？
答：圖書資訊學領域可探索或關心的主題，實際上比現有中文文獻主題更多，
國內知識生產人數較少，導致主題多元性不若國外，除了技術、科技應用層面之
外，人文社會等議題也值得探討。
如圖書資訊界的學生常把自己界定為技術人員，是中立的，是無害的，而忽
略了自己的社會影響力；其實不論自己是否有作為都會對社會產生影響，且包含
正反兩面，所以對自己的工作，不能只看正面性，也不要都假設是中立的，一個
具有省思的行業應該正反兩面皆關照。
又如分類工作，我們常視為操作性、客觀中立的工作，但如何把書作分類其
實型塑人們對知識的理解，所以分類表和分類動作皆隱含社會影響力，國外也有
愈來愈多學者開始關注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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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對學生或老師來說皆非常重要，在閱讀文本時應退一
步審思，思考言論背後的假定是否穩固？是基於什麼觀點？他人的邏輯及連貫性
是否合宜等，不論是否接受該言論都要能提出理由，回歸理性思考。
此外，不要怕講出意見，如看到他人有思考漏洞，看出不同於他人的思考框
架時，只要是基於理智而非情緒性的意見都要勇於提出。當知識不斷新增之際，
這些基本能力才是掌握知識的重要方法。
倡議性格的前提是閱讀量夠多，然而圖資系學生閱讀原典的機會少，尤其是大學
部學生，與他系學生比起來，常仰賴老師的整理和上課講解，不像其他系所是把
學生丟到文本中自行體會吸收。因為英文論文遠多於中文論文，且中文論文素質
不一，所以學生不應該太依賴中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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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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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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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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