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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 理監事名單 
 

理 事 長：邱炯友 (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暨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專任教授) 

常務理事：<以姓氏筆畫序> 
林志鳳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 
林信成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理    事：<以姓氏筆畫序> 

卜小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王梅玲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吳英美 (國家圖書館副館長) 
宋雪芳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副教授) 
林呈潢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蔡明月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常務監事：黃鴻珠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監    事：<以姓氏筆畫序> 
盧秀菊(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兼任教授) 

          薛理桂(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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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專題演講 2010 圖書資訊學蛻變與創新國際研討會紀實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彙整 

 

主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協辦：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講題：2010 圖書資訊學蛻變與創新國際研討會 

時間：99 年 11 月 16 日、17 日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及中華圖書資訊學教

育學會共同主辦之「2010 圖書資訊學蛻變與創新國際研討會」，已於 11 月 16-17 日假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本次研討會主旨在面對數位化與網路化潮流及

知識社會需求的轉變，圖書資訊學如何不斷創新與蛻變，亟須集思廣益，特別是近年來

歐美地區 iSchool 的發展引發不少關注。因此本研討會特別邀請歐美亞洲等地於 iSchool
聯盟扮演重要領航角色的學者，以專題演講分享其經驗與洞察；同時，會中也邀請國內

學者及產業界專家，以論壇發表其對圖書資訊學學科及專業發展的期許；此外， 會中

設置即時互動之英文海報論文展示，提供圖資相關領域師生及學者專家發表最新研究成

果。二天會議共有來自 12 個國家 260 人與會，會中包括 6 場專題演講、2 場論壇（學術

界論壇為 7 所圖資系所的 8 位教授、產業界論壇則為 5 位數位內容及網路服務業界高階

主管）、及 5 國 41 位作者的 16 篇英文海報論文發表。 
 

  六場專題演講中，Gary Marchionini 教授提出數位圖書館的願景與展望，其中有關

圖書館做為社會記憶機構及促進個人記憶相當具有啟發性，其也指出數位時代的圖書資

訊服務事業，應鼓勵與促成個人參與及團體合作，進而共構多元的數位環境；Johannes 
Britz 教授則針對資訊貧窮的議題，闡釋了資訊權力平等的道德準則，並提醒解決資訊貧

窮問題，並非只是給予人們更先進的設備，而是回到問題的本質，即資源、文化、教育

與權力等基礎原則與建設的關注；Christopher Khoo Soo Guan 教授提出區域性（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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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學術交流與整合的必要性，對於一向追隨歐美研究的台灣圖資領域而言，提供

了另一種觀點；Harry Bruce 教授介紹美國 iSchool 的發展，並強調 iSchool 所呈現的特

色，包括 Interdisciplinary、Diversity、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Excellence and 
Distinction、及 Leadership，對於 iSchool 聯盟不斷嘗試定位及尋求認同的努力，其也以

大膽、冒進（audacious）來形容，此外，iSchool 所關注的領域，是以整體資訊社會與

產業為對象，充份展現 iSchool 之變革與創新的企圖心；Pia Borlund 教授介紹歐洲 iSchool
的規劃與運作模式，其藉由合作資源及國際化的運作，讓圖資學域自身的整體思維及社

會形象予以提升；Shigeo Sugimoto 教授則介紹了亞洲 CiSAP（Consortium of iSchool – 
Asia Pacific）的發展，特別是未來如何促進亞洲地區跨國的實質合作，是充滿了機會與

挑戰。 

 本次研討會邀請到國際知名學者來台，分享其對圖書資訊學學科與教育發展之經驗

與洞察；也邀請到關心圖資專業領域發展的學術界與產業界人士，對圖資前瞻性研究議

題與專業發展提出期許與建言；更安排了英文海報論文展示，提供師生及專業人員在地

獲取國際經驗。與會者多表示二天會議，不僅是一舉數得的知識饗宴，同時透過互動也

獲得不少啟發。豐富多元的研討會內容及活動，也呼應了會議的主軸：圖書資訊學的蛻

變與創新，也呈現出具體而微的 iSchool 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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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留學座談-赴美攻讀經驗分享／編輯部彙整 

 

主辦：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協辦：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講題：留學座談-赴美攻讀經驗分享 

講者：Dr. Ingrid Hsieh Yee 

時間：99 年 12 月 22 日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編目室 

 

 

一、藍文欽老師對講者的介紹 

二、The Master of Science in Library Science Program 

（一）介紹美國天主教大學圖資學院（華盛頓 DC） 

1. 碩士班 250名學生（無學士、博士班） 

2. 在首都深切感受到資訊和資料的重要性 

  因為有很多種資訊機構（博物館、檔案館、學校等非營利機構；政府機構-美 

國聯邦政府）都需要資訊人才。 

2015-2020退休潮→培育下一代的館員是重要的議題，2009年的統計『最好的 

工作』：館員是其中之一。美國圖資專業人員薪水頗高，前提：圖資碩士學歷。 

3. 館員的工作內容 

◎ 管理資料、資訊 ◎ 創造數位化館藏（保存紙本和電子資源） 

◎ 和使用者互動（透過資訊科技） ◎ 服務使用者 

4. 美國天主教大學圖資課程的好處 

◎ 小班教學 ◎ 熱心老師，以學生為重 ◎ 理論、應用兼顧（工作實習） 

◎ 和 DC資訊機構密切互動，佔地利之便 ◎ 應用資訊科技，120hr機構實習 

◎ 夏期課程，同時異地    遠距教學 

             時、地彈性＞數位學習 

5. 學業完成之後會具備的核心能力 

◎ 資組 ◎ 資訊資源 ◎ 資訊服務 ◎ 科技 ◎ 管理 ◎ 專業認同 

6. Program概覽 

M.S in L.S. (2年內)36學分/12門課程，若已具有碩、博士學位可抵免 6學分，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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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行學術考試，有重考一次的機會。 

必修課 1. 資組 2. 資訊資源和服務 3. 資訊系統 4. 圖書館資訊社會學（要瞭解大環

境的需要也因此懂得自身的價值） 

學程套餐 1. 文化遺產資訊管理 2. 數位圖書館 3. 醫療圖書館（在醫療資訊科技方面

有獎學金支持） 4. 網路資訊 5. 資組 6. 法律圖書館（在美國很有名、很熱門的學程） 

7. 使用者服務 8. Generalist （也可以自己客製化選修課） 

 

美國圖書館學校的概況 

1. 經濟不景氣的衝擊－公立：州政府砍經費，招生減少，無法聘教授。 

                   －私立：靠自己學校的理財 

2. 學校被裁員，縮小規模或合併 

3. Library School →(轉型) I School，要讓其他領域知道 LIS可以做到什麼。 

 

7. 申請學校的辦法 

· 報名費 · 成績單（GPA3.0） · 自傳 · 三封介紹信 · 托福核定，GRE核定（才可申

請獎學金 1000分） 

8. 獎學金 

· 2月 1日截止，寄 GRE成績單和其他申請文件才能申請獎學金 

· 最高獎學金（學校）：學費全免 

· 學院獎學金：50％減免 

· 半工（圖書館上班，有薪水，且學費全免，每年 6門課）半讀，名額 6名 

· 贊助獎學金：每年 6門課學費 

◎ 提問時間 

Q1. 每年圖書資學院的獎學金申請人數有多少？ 

今年大約有 250人一起競爭申請學校，50％上榜的機會，獎學金競爭更激烈（每年全學

院人數 250名，100名有獎學金） 

 

Q2. 私立學校的自費學費（二年）大約有多少？ 

4000美元/門→2000美元/門（50％減免）和公立學校相比，沒有差別待遇（本州 VS.

外州、外國學生）但學費較貴，也可以申請學貸 

 

Q3. 要到國外攻讀碩士班？攻博士班？ 

美國對博士的市場需求大，但國際學生（除非人才頂尖）不太容易進博士班，若從碩士

班開始，再作下一步打算會比較容易。 

因為碩士畢業後，可以去找工作了，做出成績，且有美國經歷，博士班申請會比較容易

過，而且學費全免。 

 

Q4. 如何申請學校可以勝出？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訊  第 35 期 

 9 

托福、GRE 分數越高越好，自傳要寫得有理、讓人信服，看出潛力，（指導老師）推薦信

也很重要→全方位的考量 

 

Q5. 國際學生畢業後的出路？ 

館員、網站設計師、公務員、情報分析（國際形勢），語言能力很重要，寫和說的溝通

能力展現自己的專業。 

 

Q6. 學術考試 

星期五一天 3小時，5選 2題寫   4題 ESSAYS要對 3題 

星期六一天 3小時，5選 2題寫 

重考改成一整天；目前考量改成帶回家寫 

 

Q7. 申請審核的流程？ 

3人委員會（院長、舊教授、新教授→每年輪一個人） 

2個教授同意、院長就同意；不同意的話，院長會考量是否要拒絕 

◎ 盡力而為，聽天由命，在人生每個階段 TRY YOUR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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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第十屆圖書資訊學系聯合招生宣傳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九十九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二時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樓（系辦公室對門研討室 1） 

主    席：朱則剛理事長（唐牧群秘書長代） 

出席人員：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卜小蝶主任、林信成主任、陳舜德主任、蔡明月主任、蘇小鳳主任 

列席人員：唐牧群秘書長、陳怡靜秘書 

記    錄：陳怡靜 

 

壹、主席報告：  
 

貳、討論事項： 
壹、  

1. 招生網站規劃事宜，提請討論。 
內容部份－ 
1. 網站左方各校選單，將修正內容為『簡介』『課程』『師資』三大類。課程部份可

提供課程架構或地圖即可；此三部份資料將依照各校提供資訊置於其中，也將於提

供各校連結網址方便連結。 

2. 網站中下方選單『圖資名人』將暫先移除，待各校收集合適之傑出校友名單再商討

如何呈現。 

3. 『考試升學』選單中各校資訊仍需再次確認並更新，如增加今年成立之政治大學博

士班、地方特考也可加入管道之一。 

4. 『相關連結』選單可增加 CALISE網站(http://calise.org.tw/)。並且請各校提供

需要增加之連結。 

5. 『FAQ問題集』請各校提供需增加且常見之問題。 

6. 請各校負責將訊息確認後統一交給陳舜德主任，尤其是就業及考試升學途徑訊息之

更新；如在職專班之設立。 

外觀架構－ 

7. 背景圖因無法明確突顯文字而考慮置換較為簡單圖片。 

8. 選單可考慮以較為明亮色系取代。 

9. 字體與字型屆時亦會再針對配合整體網站做一調整。 

http://cali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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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生海報草圖修改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1. 將以招生為主軸，更新本海報之設計理念並配合本八校聯合宣傳網站為主，提供總

網址於海報中。 
2. 主標題將置換為較為簡易、破題之標語，如：認識圖書資訊學系所。 
3. 年底推甄前網站定案後，即可寄發海報。 

3. 2010 圖書資訊學蛻變與創新國際研討會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1. 第一天將舉辦一場晚宴，邀請各系主任、所長出席參加。 

2.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年底舉辦之學位論文徵選，邀請各系主任、所長共同組成一個

評審委員會。 

 

肆、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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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二次年度大會 
暨圖書資訊學研討會 

 
時  間：民國 99 年 12 月 06 日（星期一） 
地  點：國家圖書館 188 會議室 

 
【議程】 

CALISE 年度大會暨圖書資訊學研討會 

時 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地點 

08:30 – 09:00 報到  
國家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 

09:00 – 09:50 
專題演講：(未定) 

主 講 者：簡立峰，Google 台灣區總經理 
陳雪華  

09:50 – 10:10 茶敘   

10:10 – 11:50 

學術論文發表 I 
- 張郁蔚／2007 年至 2009 年全球暖化國際合作研究之探

討 
- 沈東玫／「資訊社會」之知識地圖建構 
- 王小惠、楊博涵／線上閱讀平台使用者知覺價值與滿意

度研究 
- 張富雄、賴冠丞、鄭致遠、區國良／智慧型手機上之圖

書館尋書導引系統 

林珊如  

11:50 – 13:20 海報論文展示暨午餐（自理）   

11:30–12:30 
第十一屆理監事投票選舉（11:00 即可於 188 會議室外取

票） 
 

188 會議室 

12:30–13:30 第九屆第二次年度會員大會 188 會議室 

13:20 – 14:40 

學術論文發表 II 
- 陳書梅／大學圖書館流通館員之個人背景因素與其情緒

勞務工作之關聯性探討 
- 林珊如、蕭雅鴻／圖書資訊學研究方法課程施行學習物

件之實例應用與探討 
- 陳亞寧／圖書館未來之探索研究 

蔡明月  

14:40 – 15:00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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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發表會 

15:00–15:10 

頒獎儀式 
-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2010 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獎助」 
-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99 年度「圖書資訊系所品學兼優研究

生獎學金」 

國家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 

15:10 – 15:40 

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計畫書發表 
- 陳盈蓁／大學圖書館部落格迴響之研究 
- 曹淑娟／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營運模式對國內大學圖書館館藏

發展之影響 
- 毛明雯／我國縣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之研究 

林麗娟 

15:40 – 15:50 綜合討論 I 

15:50 – 16:40 

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發表 
- 林浩欣／知識管理系統導入的知識主張研究－以軟體公司顧問

師為例 
- 洪元元／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體系之探討 
- 李珮漪／老年人參與公共圖書館志願服務之研究：以臺北市立

圖書館為例 
- 高靜吟／化學機械研磨墊專利發展趨勢分析 
- 張簡碧芬／小說閱讀對大學生之情緒療癒效用分析研究 

卜小蝶 

16:40 – 17:00 綜合討論 II 

17:00 會議結束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議程】 
 

11：30     會員報到及領取選票 

11：30 ~12：30    理監事選舉投票時間 

12：30 ~13：30    第十一屆（2011）理監事選舉開票作業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10 年會員大會 

年度會務報告及公告下一屆理監事名單 

                  主持人：朱則剛理事長 

13：30 ~          會員大會散會 

15：00 ~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99 年度獎學金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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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九十九年十二月六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會議地點：國家圖書館 188 會議室 

主    席：朱則剛理事長（第九屆） 

出席人員：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卜小蝶 王秀惠 王梅玲 宋雪芳 林巧敏 林志鳳 林秉利 

林信成（歐陽崇榮代） 林珊如 林素甘（宋雪芳代） 林雯瑤（歐陽崇榮代） 

林麗娟 邱炯友 洪麗玲 張玄菩（歐陽崇榮代） 張慶仁（朱則剛代） 

陳和琴（宋雪芳代） 陳雪華（林珊如代） 陳舜德（林麗娟代） 彭慰 

曾堃賢 黃元鶴 黃鴻珠（宋雪芳代） 楊美華 劉淑德 歐陽崇榮 

蔡明月 謝寶煖 嚴鼎忠 顧敏    

列席人員：唐牧群秘書長、林妙樺副秘書長 

記    錄：陳怡靜 

 

壹、主席報告：  
 

貳、會務報告： 
如會議手冊（附件） 
 

叁、討論事項： 
第十一屆理監事選舉結果－ 

一、理事  

（下列當選名單及後補名單皆以姓名筆劃排）  

姓名  

投票結果  

卜小蝶  當選  

王梅玲  當選  

吳英美 當選  

宋雪芳 當選  

林呈潢  當選  

林志鳳  當選  

林信成  當選  

邱炯友  當選  

蔡明月 當選  

林素甘 候補  
曾堃賢 候補  
歐陽崇榮 候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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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事  

（下列當選名單及後補名單皆以姓名筆劃排）  

姓名  

投票結果  

黃鴻珠 當選  

盧秀菊 當選  

薛理桂  當選  

鄭恆雄  候補  

 

肆、會議結束：下午二時。 

伍、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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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10 年獎學金得獎名單 
 

獎學金名稱 金額 單位 推薦人選 

CALISE 

獎學金 
新台幣伍仟元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碩士班二年級 
謝斐帆 

飛資得資訊 

獎學金 

新台幣伍仟元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碩士班二年級 
李珮寧 

新台幣伍仟元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碩士班二年級 
林沂瑩 

新台幣伍仟元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碩士班二年級 
林佳怡 

新台幣伍仟元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碩士班二年級 
蔡昭玲 

碩睿資訊 

獎學金 

新台幣伍仟元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碩士班三年級 
蔡惠菁 

新台幣伍仟元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系 

碩士班一年級 
張筑婷 

漢珍數位圖書獎

學金 
新台幣伍仟元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大學部四年級 
張雅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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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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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手冊（附件） 

第九屆 理監事名單 
 

理 事 長：朱則剛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兼主任暨所長) 

常務理事：<以姓氏筆畫序> 
王梅玲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林志鳳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 

理    事：<以姓氏筆畫序> 

卜小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吳美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  
林呈潢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曾淑賢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兼任副教授) 
羅思嘉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顧  敏 (國家圖書館館長) 

常務監事：黃鴻珠 (淡江大學圖書館館長兼副教授) 

監    事：<以姓氏筆畫序> 
陳昭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館長) 

          賴鼎銘 (世新大學校長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第九屆 各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工作人員名單 

一、 課程規劃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梅玲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所教授) 

二、 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志鳳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 

三、 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珊如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四、 會員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卜小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五、 系所主任委員會主任委員： 
     羅思嘉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六、 工作人員： 
秘 書 長：唐牧群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副秘書長：林妙樺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祕    書：陳怡靜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專任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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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議簡介 

 
為促進海峽兩岸圖書資訊界的交流與合作，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與大陸圖書資

訊學教育界和圖書館界自1990年代開始蘊釀和發起「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並先後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3）、北京大學（1994）、武漢大學（1997）、中山大學

（1998）、四川成都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2000）、哈爾濱黑龍江省圖書館（2002）、大

連理工大學（2004）、廣州大學（2006）、武漢大學(2008)等地成功地共同舉辦了九屆「海

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這一系列的學術研討會構築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界的

學術交流管道，並建立了持續性的良好關係。第十屆於 2010年 7月 5-7日在南京大學

舉辦。 
 

隨著兩岸政治情勢和緩，兩岸經濟與教育全面交流日益熱絡下，圖書資訊學教育如

何能在廣度與深度方面進一步深化？面對網路數位科技發展衝擊之下，圖書資訊教育如

何在學位、招生、課程規劃、研究、學生就業等方面適度回應？此外，數位科技改變大

眾搜尋與使用資訊方式，面對資訊氾濫衝擊傳統閱讀方式，與多元文化的交匯、認同、

衝突與調和，我們應該如何適應變化與創新？ 我們研究的內涵和學習模式應該如何調

整？這些議題值得兩岸圖書資訊學者專家持續共同來面對與討論。 

 

本次研討會的主題為：「回顧與展望：知識時代圖書資訊學的變革與發展」，主要議

題包括：圖書資訊學教育歷史研究、圖書資訊學教學研究、圖書資訊學理論研究、圖書

資訊實務研究、新科技應用與網路服務議題。臺灣代表共提出 62 篇論文，共分為兩部

分，第一部分為圖書資訊學系教師及圖書館同仁之論文，第二部分為研究生論文或研究

生與老師合著論文，均在此次研討會上作報告，全文在書末所附光碟收錄，並由臺灣自

行編印後攜至南京大學，敬獻與大會，並於研討會中和大陸學者進行深度交流與探討。 
 
臺灣代表成員約九十多人，來自圖書資訊學界與圖書館界，包括：臺灣大學圖書資

訊學系、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淡江大

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華梵大學資訊

管理學系、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大華技術學院圖書館、中華電信企

業大學、中央大學等單位成員，參加人數為歷屆最多者，期望經由議題的討論與持續的

學術交流，促進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發展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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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會議擬議日程（最終日程以報到日領取的會議材料為准） 

時間 上午    下午  晚上 

7月 4日（周日） 全天報到 ：新紀元大酒店（臺灣同仁） 

南苑賓館 （大陸參會者）       

預備會議 

7月 5日（週一） 開幕式 

特邀報告 

專題報告（1） 晚宴 

研究生論壇 

7月 6日（週二） 專題報告（2） （1）學術沙龍與合

作懇談（同時） 

（2）院系主任聯席

會議（同時） 

（3）大會總結 

 

7月 7日（週三） 離會，市內文化參觀（待定）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訊  第 35 期 

 23 

2010 兩岸學術研討會會後報導 / 唐牧群秘書長 

第十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南京，2010 

--回顧與展望：知識時代 LIS的變革與發展 

 

2010 年第十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7 月 5 日、7 月 6 日於江蘇南

京大學舉行，來自海峽兩岸的圖書資訊學界學者進行學術交流。兩岸圖書資訊學

研討會是由兩岸圖資界的耆老先進在兩岸交流尚未熱絡之初奔走促成。早年參與

的兩岸博士生如今都已成為兩岸圖資界的中堅。這次適逢十周年擴大舉辦，台灣

方面的參與規模也為歷年之冠。由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與南京大學信息管理

系主辦，總共有兩百多名海峽兩岸師生參與討論。臺灣方面共有 96 位報名前往，

於議程中發表論文 68 篇，老師 35 篇，學生 33 篇；大陸方面則約有 200 人報名參

加，發表論文 94 篇，老師 30 篇，學生 19 篇，此次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均收錄於論

文集中。 

 第十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大學校長的蒞臨致詞下揭

開序幕，會議主持人原訂為擔任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理事長的國立台灣大學

圖書資訊系教授兼系主任朱則剛與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主任孫建軍，會議前日的

會前會決議改請朱理事長以貴賓身份代表台灣代表致開幕詞，丙改請示新大學林

志鳳教授與孫建鈞教授共同主持。研討內容分為特邀報告、專題報告、青年論壇

等三部分進行。特邀報告會議主持人為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教授林珊如與南京大

學信息管理系教授沈固朝，發表者有馬費成、楊美華、王世偉、吳美美、程煥文

等專家學者，討論議題包括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發展現況，遠距教學於數位圖書

館之應用、圖書資訊學學科地位思考。專題報告部分，探討主題多元，涵括圖書

資訊學教育歷史研究、教學研究、理論研究、實務研究及新科技應用與網路服務

等議題。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青年論壇則是台灣與大陸年輕學者以及學生之間的

討論分享，由專家學者主持會議進行並講評，以三個不同的主題─圖書資訊學的

綜論與發展、圖書資訊學的理論與實踐、圖書資訊領域的新興技術應用，分別在

三個會場進行討論。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促進兩岸師生彼此的認識，現場並首次

舉辦兩岸圖書資訊學(LIS)教學單位聯展，會場設有兩岸圖書資訊系所介紹之海報

展，簡介各單位師資、課程設置、研究方向等概貌，將有助於增進兩岸圖書資訊

學系所對彼此之瞭解，利於未來的學術交流，提供學生在交換學生、留學等學術

互動上能有初步認識。另外，本次研討會也編制與會學者學術簡歷，便於學者了

解各自的研究方向。在此次的系主任聯席會議中也決定兩年之後的研討會將在台

灣淡江大學舉行，此為首次在台灣舉辦之活動，意義非凡，兩岸師生均殷切期待

此次活動，也敬邀有興趣之同道共襄盛舉。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訊  第 35 期 

 24 

學術交流之外，研討會亦安排參觀中山陵及明孝陵之文化行程，中山陵為國

父孫中山之陵墓，現今為大陸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明孝陵東毗中山陵，是南京最

大的帝王陵墓，也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寢之一，2003 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世界遺產範圍。另外，主辦單位安排與會學者參觀江蘇省文化版圖的新座標

─南京圖書館暨江蘇省公共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之館藏僅次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和

上海圖書館，為中國第三大圖書館，亞洲第四大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新館於 2007
年全面開放，稟承深厚的文化底蘊，堅持人性化的服務理念，功能布局為藏、借、

閱、諮詢、管理的一體化，館內設有讀者閱覽座位 3000 個，4000 多個資訊檢索處，

並配有各類先進的軟硬體設施。閉幕當天，主辦單位還特別安排民俗藝術表演，

進行文化交流之饗宴，顯見主辦單位熱情與用心。 

 
圖一：第十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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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開幕式台下與會學者 

 
圖三：7 月 5 日晚間兩岸研究生論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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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7 月 6 日學者主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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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圖六：台灣部份與會者於南京圖書館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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