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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資訊組織前瞻課程社群第五次會議 

110年 10月 08日，資訊組織前瞻課程教學研究社群舉行第五次會議，討論資訊組

織基礎課程教材與教學法，由藍文欽、王梅玲主持，演講人二位：邱子恒館長報告資訊

組織磨課師、周倩如主任報告國家圖書館 RDA線上課程，以及張郁蔚、王梅玲、鄭怡

玲、陳淑君、阮明淑、陳亞寧與談。會中提案通過本小組提議的「前瞻資訊組織基礎課

程教學內容綱要」，將發送圖書資訊學系所參考。 

A、有關未來資訊組織基礎課程教學法，綜合上述教師資訊組織課程教學經驗分

享，歸納下列重點： 

(1)資訊組織基礎課程教學目標主要為：掌握資訊組織基礎課程的核心內容，吸引學

生興趣，協助學生可以將資訊組織的理論與方法應用到生活與學習，以及學生持續掌

握前瞻資訊組織新技術與新趨勢。 

(2)資訊組織課程的教學重視實際案例的分享，故教學中列舉的實務案例應使用學生

有共鳴的資源，方能吸引學生注意。 

(3)要使資訊組織的教學內容與實務工作聯結，可以盡量與圖書館等相關單位合作，

使學生有機會透過實習方式學習，或者在隨堂或課後請學生進行實作練習與討論，增

加學生學以致用的機會。 

B、有關前瞻資訊組織基礎課程教學法，如何維持理論與實務，如何教授資訊組織

課程實務操作，有那些系統平台提供圖書資訊學校教師使用，期望國家圖書館支持教師

教授資訊組織課程實務操作，其他討論重點如下： 

(1)課程設計上可以概念式的架構呈現，著重在使學生瞭解資訊資源實體間的關係與

定義。 

(2)課程設計可以參考國外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圖書館學會、美國圖書館館藏和技

術服務協會，以及 RDA Toolkit Youtube Channel等的資訊組織教學及研討會等資

源，瞭解 RDA及相關編目實務需學習之概念進行課程規劃。 

(3)RDA Plus的部分在規劃上有一些困難，學員會希望課程中可以具體學到各類型資

源如何應用 RDA規範編目，國家圖書館曾經也編輯過相關教學課程，製作起來有其

負擔，未來希望能夠與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師共同合作，方能將該課程規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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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資訊學：圖書館促進社區發展 Community Informatics 

110年 10月 22日，本學會與國家圖書館合辧論壇，邀請美國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Texas Woman’s University院長鄭鈴慧教授演講：社區資訊學：圖書館促

進社區發展 Community Informatics，在 110年 10月 22日下午三點，於國家圖書館藝文中心

3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對象為國家圖書館同仁、圖書館界同仁、圖書資訊學系所師生、中華

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員。美國德州女子大學圖書資訊學院的專任教授兼院長鄭鈴慧教

授，為圖書館的行銷與宣傳的專家，近年來藉由國際間的計畫與其相關研究積極推動社區

資訊學的議題。本次講座在曾淑賢館長與王梅玲教授的引言導出在社區發展之下圖書館所

需面對的課題，在現今的環境中圖書館的角色定位？要怎麼做才能成為社區串聯的角色與

力量？圖書館如何將知識的分享、建立與創新落實於社區中等議題。演講議題涵蓋（1）什

麼是社區資訊學；（2）社區資訊學基本的理論；（3）圖書館與館員正在改變的角色；（4）

社區的導向；（5）社區定義的圖書館新事業；（6）美國德州個案。 

陳亞寧老師以鏈結資料公用目錄 LD PAC的觀點，探討 BNF、LC LDS與歐洲 SHARE-

VDE計畫三個圖資界鏈結資料(Linked Data)個案講述其實作成果，先簡介三系統的背景，

再以 Jane Austin做為個案關鍵詞進行三個系統的實作搜索，梳理其特質，並以相互比對的

方式，針對三個系統進行綜合比對，以全面剖析鏈結資料公用目錄的功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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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前瞻教育與未來人才研討會 

110年 11月 19日國家圖書館舉行「圖書資訊學前瞻教育與未來人才研討會」線上會議暨第

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中頒發 CALISE優秀研究生獎學金暨胡述兆教授奬學金，感謝飛資

得公司/臺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等贊

助本會各項活動。當日並舉行本年度理監事通訊選舉開票。 

面對數位轉型新年代，本學會 2021年 11月 19日舉辦研討會，探索圖書資訊學前瞻教育與

未來人才，全程線上會議。受到 COVID-19影響，遠距會議漸受歡迎，本次缐上研討會，有 237

人報名，11/19日缐上上午有 170人缐上參加，60位輔大學生共同在一門課堂同步分享螢幕參

加。另外，研討會演講、主持引言學者 25位。下午有 146人繼續參加。中午會員大會缐上 104 

人參與，現場有 20人參加。 

本日研討會第一場邀請美國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Texas W鄭鈴慧院長演講

「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與 ALA認可制度」。 

第二場由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演講「創新、

多元、前瞻之圖書館員專業知能培育」。第三場由

王梅玲理事長報告「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

2021-2030」。第四場：《圖書資訊學研究回顧與前

瞻 2.0》新書發表論壇，邀請各篇綜述作者分享寫作

歷程與未來教學使用建議。第五場由曽元顯教授報

告圖書資訊學領域標竿計畫。第六場由資訊組織前

瞻課程教學研究社群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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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次臨時會員大會 

110年 10月 1日上午 10時，以視訊方式舉行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 14屆第 1次

臨時會員大會，討論本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章程」第 20 條、28條修正案：理、

監事會議得以視訊會議方式召開，以視訊參與會議。臨時會員大會順利通過修正案。 

《二十一世紀圖書館創新轉型與前瞻趨勢：15 位館長的洞見》及專書的出版 

110年 10月底，本學會與漢珍公司合作的二十一世紀圖書館創新轉型與前瞻趨勢圖書

出版。本書由王梅玲理事長主持、鍾雪珍秘書長主編、廖秀滿老師審稿、汪楚筠幹事與李

育浚助理協助，於 2021年三月至八月期間，以實體與線上進行訪談，完成 15位受訪館長

的文稿初稿，交予漢珍出版社，於 10月正式出版專書。 

《圖書資訊學研究回顧與前瞻 2.0》專書的出版 

本學會從 2020到 2021進行圖書資訊學研究回顧與前瞻 2.0撰寫計畫，由吳美美教授主

編邀請圖書資訊學界的教師與學者以共筆方式，訂定本書的圖書資訊學研究十大主題：資

訊組織研究、計量學研究、研究資料管理、資訊行為、資訊素養教育與閱讀教育、資訊技

術與人機互動、數位學習與數位人文、資訊服務機構管理、圖書資訊學教育研究、圖書館

與社區發展∕資訊社會，邀請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師與學者專家 32位，完成 33篇論文，共

計 64萬文字。相較上個十年的圖書資訊學研究專書，本書新增四大主題：研究資料管理、

資訊技術與人機互動、數位學習與數位人文、圖書資訊學教育研究，這些均反映典範轉移

的現象。經過兩位專書審查委員的學術審查，於今年(110年)11月由元華出版社出版紙本專

書，並收錄在凌網電子書資料庫。 

轉變與擴疆：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 2021-2030》第五版公布 

110年 12月，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公布。歷經三年、二屆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耕

耘，〈轉變與擴疆：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 2021-2030〉，终於完成第四版。在 11/19的圖書

館前瞻教育與未來人才研討會，由啟動計劃的莊道明前理事長説明初衷，經計劃主持人王梅

玲現任理事長報告。研討會上收到許多老師、與會者的肯定、評論、建議，十分感謝。參考大

家寶貴意見再更新第五版，十二月是收成時節，獻給大家，一起迎接下一個十年，轉變與擴疆

我們的圖書資訊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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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 15 屆理監事選舉結果出爐 

開票日期：民國 110年 11月 19日(星期五) 

第 15 屆理事選舉當選人名單 

當選職稱 姓名 現任本職 

理事 柯皓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優聘教授兼副所長 

理事 宋慧筠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優聘副教授兼文學院副院長 

理事 陳昭珍 中原大學人文與教育學院通識中心講座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理事 陳光華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理事 林信成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 

理事 林雯瑤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理事 陳志銘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理事 曾元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優聘教授 

理事 邱炯友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理事(候補) 莊道明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 

理事(候補) 陳舜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理事(候補) 阮明淑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15 條規定，依得票數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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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15 條規定，依得票數順序排列。)  

 

  

開票日期：民國 110年 11月 19日(星期五) 

第 15 屆監事選舉當選人名單 

當選職稱 姓名 現任本職 

監事 王梅玲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監事 宋雪芳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副教授兼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 

監事 黃元鶴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監事 (候補) 薛理桂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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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 https://www.facebook.com/calisetaiwan/

粉絲專頁

•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98705643473540/

加入社團

• http://www.calise.org.tw

官方網站

• http://www.calise.org.tw/member/member.htm

加入會員

• 郵政劃撥帳號：16515191

• 戶名：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會費繳交

• 會址：116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百年樓4樓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 電話：(02)29393091 Ext.62952

• 傳真：(02)29384704

• Email：calise14th@gmail.com

聯絡我們

https://www.facebook.com/calisetaiwan/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98705643473540/
http://www.calise.org.tw/member/member.htm
http://www.calise.org.tw/member/member.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