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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Chinese Association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簡稱 CALISE)在第一屆胡述兆理事長、第二三屆李德竹理事長、第四屆莊道明

理事長、第五屆薛理桂理事長、第六屆詹麗萍理事長、第七屆楊美華理事長、第八屆陳

雪華理事長、第九屆朱則剛理事長、以及歷屆的理監事與工作團隊之積極推展下，已為

學會奠定穩固的基礎。 

本屆秘書長由林雯瑤教授擔任，課程規劃委員會主任委員為蘇小鳳教授、學術交流

委員會主任委員為本會林信成常務理事兼任、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為柯皓仁教授、

會員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為林奇秀教授、系所主任委員會主任委員為陳舜德教授，另由

張瑜倫小姐擔任本會總務。期望在此跨系所工作團隊的合作之下，持續順利推展本會會

務。 

本屆學會最重要的會務為：首次於台灣舉辦「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過

去二十年來，本會與中國大陸圖書情報學院系和圖書館界為促進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界

的交流與合作，先後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3 年)、北京大學(1994 年)、武漢大學(1997

年)、中山大學(1998 年)、四川成都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2000 年)、哈爾濱黑龍江省圖書

館(2002 年)、大連理工大學(2004 年)、中山大學(2006 年)、武漢大學(2008 年)、以及南京

大學(2010 年)等地成功舉辦了十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由於過去十屆之

研討會均在中國大陸舉行，為強化兩岸同道之交流，並增進彼此的了解與情誼，第十一

屆研討會將由本學會與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系合作，於 2012

年 7 月 4-5 日在台灣舉辦，期待會員同道們踴躍參加，並期許共同開創兩岸圖書資訊學的

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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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理事長的交接因呈報內政部程序延滯至今年九月方完成，十一月始獲核理事長

當選證明書，因此本會第 36 期會訊電子版延至 12 月出刊。本期除報告新工作團隊成員

之外，亦介紹台灣圖資界各校系所兩年內新到任教師，俾利大家對圖書資訊學界的成員

有更深入的了解。 

 

邱炯友 謹識 

201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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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2012 年第十一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開創兩岸圖書資訊學與圖書館事業新紀元 
論文徵稿 

 

一． 研討會宗旨： 

為促進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界的交流與合作，臺灣中華圖書資訊教育學會與中國大

陸圖書情報學院系和圖書館界自 1990 年代就開始醞釀和共同發起「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

學術研討會」。從 1993 年起先後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3 年 12 月 12-15 日）、北京大

學（1994 年 8 月 22-24 日）、武漢大學（1997 年 3 月 31 日-4 月 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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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2006）、武漢大學（2008）和南京大學（2010）等，成功地舉辦了

十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二十年來兩岸圖書資訊學界的交流與合作愈發頻繁與密切，但過去十屆研討會均在

中國大陸舉行，時至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開端，台灣圖書資訊學界誠摯歡迎中國的

同道造訪寶島，不僅共同開創兩岸圖書資訊學的新紀元，相信更能充分體驗兩岸文化之

異同處。第十一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將由淡江大學於 2012 年 7 月 4-5 日於

淡水舉辦。 

回首過往，細數兩岸從 1990 年代以來的交流歷程；當代圖書資訊學受到資訊科技的

衝擊而瞬息萬變，無論是理論、實務或教學上諸多典範的轉移；展望未來，新科技可能

如何改變人類生活？圖書資訊學的發展如何變化與創新？數位圖書館教育將如何發展？

資訊社會中多元思維與多元文化的衝突與調和將對圖書資訊學有什麼影響？這些議題均

值得站在時代衝擊浪頭的兩岸圖書資訊學者專家與年輕學子們，藉由交流與討論，激盪

出具前瞻性的觀點以及引領未來發展的智慧。 

 

二．主辦單位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系 
 

三、研討會日期： 2012 年 7 月 4-5 日  

 

四、研討會地點：台灣‧淡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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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徵稿主題：  

為凸顯本學術研討會第一次於臺灣召開之歷史性，計規劃以下多樣之議

題主軸，唯對圖書資訊學之各項議題採開放態度，歡迎兩岸同道踴躍投

稿。  
 

 圖書資訊學理論研究 

 圖書資訊學之教學與課程設計 

 各類型圖書館、資訊服務機構之經營

與管理實務 

 圖書館事業 

 圖書館空間與建築 

 圖書館交流與合作 

 資訊與知識組織 

 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 

 參考服務 

 資訊檢索與資訊系統 

 資訊計量研究 

 資訊素養 

 閱讀研究 

 數位典藏 

 數位學習 

 知識管理 

 檔案學研究 

 新科技與圖書資訊學 

 資訊社會與圖書資訊學 

 

六、徵稿重要時間： 

1. 教師投稿 
摘要截稿日：2012 年 3 月 15 日 審稿結果通知：2012 年 3 月 31 日 
全文繳交日：2012 年 5 月 15 日 

2. 學生投稿 
摘要截稿日：2012 年 4 月 10 日 審稿結果通知：2012 年 4 月 30 日 
全文繳交日：2012 年 5 月 15 日 

 

七、相關學術活動 

1. 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聯展 

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學系所提供海報聯合展示，以介紹各校系所課程特

色、師資陣容、教學資源、學術研究活動、教師專書著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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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兩岸系所主任論壇 

在學術自由氣氛下，由各系所主任代表針對各系所辦學狀況、研究發展、

課程、招生、未來合作方向等議題廣泛交換意見。 

3.研究生論壇 

博碩士生學術論文將以張貼海報方式發表。凡入選之論文應參加兩岸研

究生論壇，口頭介紹論文內容與研究心得。 

 

八、台灣參訪活動（暫擬；自由參加之自費行程） 

大會安排一天新北市旅遊。景點包括中正紀念堂、101 大樓、故宮博物院、

金山北海岸等。 

 

九、投稿說明 

1. 著作權聲明：投稿論文須為作者本人之首次發表，且未曾刊登（或

正投稿）於國內外其他刊物，亦未於網路上公開傳播，並保證無侵

害他人著作權或損及學術倫理之情事。 

2. 論文格式規定：投稿論文需以MS-Word格式編排，並採芝加哥Note
格式（Chicago-Turabian Style）或美國心理學會Author-date格式（APA 
format）擇一遵守，註釋或參考資料格式務請明確詳實。 

3. 來稿內容：包含論文題目與內容、作者姓名、服務單位、職稱、地

址、E-mail。 

4. 收稿信箱： calise.cfp@gmail.com 

 

十、聯絡方式：對於徵稿有任問題請來電或以電子郵件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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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臺灣圖資界各校系所二年內新到任教師介紹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林維真 助理教授 2009 年取得日本京都大學資訊學博士學位，2010

年 2 月進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任職。在

京都大學期間持續參與遠距教育之學習平台與

影像系統開發，並於 2008 年受聘為京都大學學

術媒體與資訊研究中心專任研究員，負責學習者

支援機制與學習歷程記錄等相關研究計畫。由於

對訊息設計與教學互動經驗的興趣引發並支持

其在多媒體學習、數位閱讀與互動設計等研究領

域的探索與鑽研，關注媒體科技對人類績效表現

的支援。進入臺大圖資系之後教授課程包括「人

機互動」、「多媒體資料製作與典藏管理」、「圖書

館利用教育」、「資訊傳播」、「博物館學習」與「電

子書專題」等專業課程，持續研討場域資訊與人

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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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謀 助理教授 
 

教育背景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校區 資訊科學博士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校區 企業管理碩士 

私立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士 

 

工作經驗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校區 研究生助理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美國紐澤西羅格斯大學 商學院 研究生助理 

中央研究院 生物醫學研究所 資訊核心實驗室 

資訊系統工程師 

資訊工業策進會 資訊系統實驗室 副工程師 

 

研究領域與方向 

電子化政府、電子治理、跨組織資訊分享與整

合、資訊科技應用、數位落差 

 

教授課程 

計算機概論、電腦網路與通訊、程式設計 

 

自我介紹 

一路走來，我在求學與工作上都是與資訊領域相

關，從資訊技術的開發到探討資訊和科技在組織

裡的應用。我的論文研究議題是跨機關組織的資

訊分享探討。很高興能夠從事學術與教學工作，

希望與學生能夠彼此教學相長，也期許自己在步

入人生新旅程後，能夠持續努力，更為成長，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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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所 

謝吉隆 助理教授 謝吉隆為自民國 99 年 1 月起新聘之助理教

授。其於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

所完成其博士學位，在學專長為社會網絡分

析、網路訊息監控與模擬、以及數位遊戲相

關的社會議題或教學方法探究。目前的主要

研究方向專注於應用社會網絡分析於資訊計

量、學術評鑑、知識組織、線上人際關係等

議題；除此之外，亦嘗試拓展於社群網站上

以及數位遊戲社群中的資訊傳播相關研究。

授課方向主要包含網路技術研究、社會網絡

分析、以及資訊計量學等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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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林雯瑤 助理教授 畢業於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博士班，曾任

職專門圖書館與大學圖書館，與學術出版商

亦有多年合作經驗，2010 年 2 月起任教於淡

江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研究專長為資訊計量

學、學術傳播、讀者服務、學術電子資源與

產業等。最近的研究興趣在於將資訊計量學

與圖書館管理結合，並更廣泛地應用於學術

傳播中。希望未來能讓圖書資訊學的學術

界、實務界、產業界無論是在研究或教學的

層面上都能更緊密的結合。 

 

 

張玄菩 助理教授 於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完成其博士學

位，在學學術專長為行動學習策略、普式計

算及網路多媒體系統。民國 98 年曾任職於高

鳳數位內容學院遊戲設計系，主要教授以

flash 及 XNA 為開發平台的遊戲程式設計，民

國 99 年起任職於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助理教授，研究方向包括電子書服務、行動

學習系統以及數位出版等議題，主要授課內

容包含資訊概論、資料結構、多媒體技術與

應用、數位圖書館專題等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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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玉 教授 在英國威爾斯大學亞伯斯威斯校區完成其博

士學位，學術專長為資訊機構服務與管理、

資訊資源與行銷及顧客關係管理。曾在玄奘

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任教十一年，任教課程包

含圖書館管理、檔案管理、資訊素養與運用、

圖書館行銷、數位學習與圖書館等等。民國

100 年起任職於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教授，主要授課內容包含資訊組織、檔案描

述與編排、數位行銷與資訊服務專題等科目。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訊  第 36 期 

 12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張郁蔚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博士。研究專長為書目

計量學、檔案管理、資訊行為、學術評鑑、

主題分析。進入輔大圖資訊專任已近二年，

已逐漸脫離新手教師的不確定感與匆忙。我

喜歡教學與研究的挑戰，喜怒哀樂總是不段

地上演，並期許自己永遠享受目前的工作。 

 

陳冠至 助理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專攻古代藏

書史研究。95 年 8 月，應聘為新生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專任助理教授，開設人文社會課

程，工作之餘，仍醉心於藏書史研究。98 年

5 月，旋入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擔任

編制內助理研究員，負責古籍庫房的管理和

研究、出版品編輯、展覽活動的策畫與執行、

數位典藏建置計畫等工作，對中國的善本古

籍、明清檔案、地方文獻等資源的利用，具

備更深的體認。現為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進修學士班專任教師，於系、所、進修部開

設「參考資源」、「讀者服務」、「社會科學資

源」、「圖書館推廣與行銷」、「古籍資源管

理」、「古籍整理與利用」等課程，並繼續從

事藏書史、古籍文獻、圖書館史、版本目錄

學等研究。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訊  第 36 期 

 13 

李正吉 助理教授 分別於 2004 及 2007 年任教於亞洲大學光電

與通訊學系講師及助理教授，並於 2010 年轉

任教於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曾

獲得中興大學科學獎第三名及佳作，並連續

五年獲得亞洲大學學術卓越獎，並獲得中華

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並於 2011 年

名列 Marquis Who's Who in the World 

2012(29th Edition 世界名人錄)。目前已發表超

過 120 篇有關資訊安全、行動通信、及網路

安全技術的學術論文。亦是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twork Security 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e Digital Information Age 國際

期刊編輯委員、以及每年至少二十個指標型

國際期刊審稿委員，並為數個國際會議議程

委員。 

 

彭于萍 助理教授 畢業於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與碩士班。

1998 年，任職於資訊服務業，參與資料庫製

作及經銷工作。1999 年轉任教職，任教於崇

右技術學院兼任圖書館館長，曾參與「技專

校院暨專科學校圖書館委員會」，及教育部主

導之全國技專校院圖書館業務推動工作小

組、全國技專校院圖書館館際合作工作小組

等計劃，迄今累積 12 年餘教學經驗，及 7 年

圖書館館長(主任)管理實務經驗。2010 年取得

管理研究所博士學位，研究議題跨領域結合

圖書館產業實務與管理理論，以「大學圖書

館員工作態度與工作績效關係」議題作為研

究主軸，並拓展至圖書館領導等相關研究方

向。今後擬積極充實專業知能，教學相長，

為教育學術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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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十屆理監事與委員會主任委員名單 

壹、 理監事名單 

 
理事 

姓名 現任本職 

邱炯友 

(理事長)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林志鳳 

(常務理事)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 

林信成 

(常務理事)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卜小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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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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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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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 
姓名 現任本職 

黃鴻珠 

(常務監事)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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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委員會之委員名單 

◎課程規劃委員會  

主任委員 蘇小鳳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委    員 

林奇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柯皓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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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玉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 

陳舜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葉乃靜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 

年度計畫 針對前屆委員所擬核心課程草案，修正並研擬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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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信成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委    員 

陳光華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陳志銘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邱銘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羅思嘉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副教授 

黃元鶴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林志鳳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 

王美玉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 

林雯瑤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助理教授 

年度計畫 
與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系於 2012 年 7 月舉辦第十一屆海峽兩岸圖書

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研究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 柯皓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委    員 

阮明淑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 

李正吉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林巧敏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唐牧群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張玄菩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助理教授 

謝吉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蘇小鳳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年度計畫 

1.     主辦圖書資訊論文發表會。  
2.     舉辦圖書資訊系所研究交流座談會。 
3.     其他與研究發展相關之協辦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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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奇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副主任委員 邱銘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顧    問 陳光華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委    員 

張郁蔚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馮秋萍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講師 

賴忠勤 國立台中圖書館 

邵婉卿 國家教育研究院 

黃邦欣 政治大學圖書館 

蘇美如 暨南大學圖書館 

年度計畫 1. 利用各委員會活動或國內圖資研討會舉辦時機，廣發本會簡介資料

並邀請與會者入會。 
2. 特別鎖定圖書資訊或相關研究所博士班學生推廣本會；亦鼓勵碩學

士生參與本會活動。 
3. 協助更新會員通訊錄電子郵件帳號，建立學會活動的 eDM 發送。 

◎系所主任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舜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委    員 

朱則剛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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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皓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蘇小鳳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余顯強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信成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王等元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年度計畫 

1. 圖資領域未來發展，討論世新、玄奘更名對於圖資系所未來發展

的影響。 
2. 研討圖資系所發展策略，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招生。 
3. 聯合招生海報、網站預計 1 月定稿宣傳，討論各系所協助支應分

攤費用(設計[預計 5000]，海報印刷、郵寄費用[視印刷份數])。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訊  第 36 期 

 18 

 
 

感謝 

漢珍數位圖書公司擬連續三年(民國 99年、100年、101年)，

每年以新台幣 100 萬金額， 

捐款十個單位，每個單位 10 萬元之感恩與回饋計劃。 

捐款對象：預計十個單位 

學會組織：1)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教育單位：1)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2)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3)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4)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5)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6)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7)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系 

8)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