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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參訪行程報告 

壹、第十屆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宗旨與緣起 

第十屆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於 2010 年 7 月 5 至 7 日，由南

京大學信息管理系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合辦假南京大學科技館舉行。 

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的緣起是為促進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

界的交流與合作，由臺灣中華圖書資訊教育學會與大陸圖書情報學院系和圖

書館界，自 1990 年代起就開始醞釀共同發起「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

討會」，而會議的宗旨在於將資訊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在學術交流的基礎上，

提昇海峽兩岸的學術文化交流，並組織具有文化交流性質的聯誼或活動。從

1993 年開始共舉辦九屆： 

第一屆 -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3 年 12 月 12-15 日） 

第二屆 - 北京大學（1994 年 8 月 22-24 日） 

第三屆 - 武漢大學（1997 年 3 月 31 日-4 月 2 日） 

第四屆 - 中山大學（1998） 

第五屆 - 四川成都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2000） 

第六屆 - 哈爾濱黑龍江省圖書館（2002） 

第七屆 - 大連理工大學（2004） 

第八屆 - 中山大學（2006） 

第九屆 - 武漢大學（2008）等成功舉辦了九屆的會議。 

隨著兩岸政治情勢趨於緩和，兩岸經濟與教育全面交流日益熱絡的情形

下，圖書資訊學教育如何在廣度與深度方面進一步的深化？同時在面對網路

數位科技發展的衝擊下，圖書資訊教育如何在學位、招生、課程規劃、研究、

學生就業等方面產生適度的回應？另外，數位科技改變大眾資料搜尋方式與

使用資訊的習慣，在面對資訊氾濫與科技顛覆傳統閱讀方式情況下，產生多

元文化的交匯、認同、衝突與調和，圖書資訊教育如何適應變化與創新？應

如何調整研究的內涵和學習模式？這些議題都值得兩岸圖書資訊學者持續

共同來面對與討論。 

本次會議徵稿主題如下： 

一、圖書資訊學教育歷史研究：中國圖書館學思想史之回顧與發展；兩岸圖

書資訊學教育歷史研究；圖書資訊學術重要人物歷史研究 

二、圖書資訊學教學研究：圖書館學教育理念、課程評鑑與認可標準；大學

課程、研究所課程、在職課程之教學設計；遠距數位學習與社會終身學

習課程認證與教學實務 

三、圖書資訊學理論研究：資訊科學技術理論與實證研究法之創新；資訊社

會下資訊倫理與法律問題；學術期刊評價之研究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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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書資訊實務研究：圖書館閱讀運動的過去與未來；圖書館業務服務統

計與評鑑；圖書館創新服務之行銷與推廣；縮減數位落差下的特殊讀者

服務研究；圖書館營運創新服務模式研究 

五、新科技應用與網路服務議題：網路資訊檢索技術與語言發展前景；知識

組織理論與方法深化與拓展；網路環境下網路使用者之行為研究；數位

資源長期保存與利用；數位圖書館聯盟、區域數位圖書館建設評價 

本次會議相關學術活動： 

一、兩岸圖書資訊學教育聯展：兩岸圖書資訊教育學系、所展覽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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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術沙龍論壇：非正式漫談個人研究領域、專長、教學經驗、使用 PPT

形式發言並於會後提供經驗交換，最後由主持人總結成果。 

三、研究生論壇：博、碩士生學術論文以張貼方式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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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會議正式時間為 7月 5日-6 日，為期一天半 5場的報告，並設三

個分會場，會議日程安排如下： 

第十屆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會議日程表 

時間 項目 地點 

8:30~9:30 開幕式 科技館一樓報告廳 

9:30~10:00 全體代表合影留念 學校正門 

10:00~11:45 大會特邀報告 科技館一樓報告廳 

12:00~13:30 歡迎宴會 南苑餐廳三樓 

14:00~18:00 大會專題報告 科技館一樓報告廳 

18:30~19:30 自助晚餐 南苑餐廳三樓 

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青年論壇 1 逸夫管理科學樓 704 

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青年論壇 2 逸夫管理科學樓 1503 

七
月
五
日
︵
星
期
一
︶ 

19:30~21:30 

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青年論壇 3 逸夫管理科學樓 1505 

8:30~9:00 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圖片展 圖書館一樓展覽廳 

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系 

主任聯席交流會 

分組主題報告 1 

分會場 1:逸夫管理科學樓

704 

圖書諮詢學的歷史進程 

與教育發展 

分組主題報告 2 

分會場 2:逸夫管理科學樓

1205 

七
月
六
日
︵
星
期
二
︶ 

9:30~11:30 

分組

主題

報告 

圖書諮詢學研究 

理論與實踐 

分組主題報告 3 

分會場 3:逸夫管理科學樓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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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諮詢學領域的 

技術應用 

分組主題報告 4 

分會場 4:逸夫管理科學樓

1505 

12:00~13:00 自助午餐 南苑餐廳三樓 

14:00~15:00 閉幕式 

15:30~17:30  “書牽兩岸＂學生文化演出 
科技館一樓報告廳 

18:00~19:30 晚宴 南苑餐廳三樓 

備
註 

志願者聯繫方式： 

 

貳、本校發表論文內容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師發表論文一覽表 

教師發表者 論文題目 

吳美美教授 
從遠距圖書館服務和數位圖書館課程探討圖書資訊

學教育如何允執厥中 

柯皓仁教授 
即時數位參考服務之使用研究：以交通大學圖書館為

例 

邱銘心助理教授 
Sense-Making Library 2.0: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發表論文一覽表 

學生發表者 論文題目 

王憲章 碩士生 公共圖書館遊民問題處理之探討 

王尤敏 碩士生 公共圖書館老年讀者閱讀行為研究初探 

黃柏堯 碩士生 
新聞記者網路之資訊尋求行為與資訊焦慮產生對守

門行為影響之初探 

林沂瑩 碩士生 從角色轉變探討公共圖書館與社區的互動與發展 

鄭美珍 碩士生 青少年閱讀興趣與網路閱讀推薦服務 

馮琼愛 碩士生 臺北市國民小學實施讀報教育成效評估之研究 

許鴻晢 碩士生 虛擬參考服務館員技能培訓課程之設計與回饋 

李俐雯 碩士生 以 RSS 為基礎之圖書館整合式新書通報服務初探 

魏曉婷 碩士生 虛擬參考諮詢服務評鑑設計實施初探 

黃若涵 碩士生 高中生身心健康資訊之網路使用行為研究 

江政哲 碩士生 初探雲端運算 

龎宇珺 碩士生 虛擬參考服務平台探究與建置 

張珈 碩士生 
運用擴增實境技術增強電子書(AR-library)之整合

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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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映涵 碩士生 Podcasting 於圖書資訊服務之應用初探 

林倩妏 碩士生 標籤雲在圖書資訊服務之應用初探 

陳啟亮 博士生 利用匯集格列技術(RGT)探索索引編制行為 

林芳伶 碩士生 舞蹈團體網站內容分析之研究 

 

發表人：馮琼愛  

題  目：臺北市國民小學實施讀報教育成效評估之研究 

一、摘要 

    本研究旨在評估臺北市國民小學實施讀報教育的成效，並分析臺北市國

民小學實施讀報教育的成果及探討所面臨的問題，以臺北市實施讀報教育的

國民小學、教師、學生及學生家長為研究對象，利用調查法及統計方法來蒐

集、分析資料以解答研究問題。臺北市國民小學對讀報教育的實施具有極高

的熱誠，以融入課程教學為實施讀報教育最主要的方式；臺北市國民小學教

師在實施讀報教育所面臨的問題以缺乏經費與教學時間不足為主；臺北市國

民小學的學生在學習動機方面並不會因為性別、年級的不同而有所差異，但

在學習成果方面會因為性別、年級的不同而有差異；而臺北市國民小學學生

家長在支援方式、學習成果方面會因為家長學歷和職業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整體而言，臺北市的國民小學、教師、學生及學生家長對讀報教育的實施成

效多持肯定的看法，但在「經費」與「教學時間」等方面則感到困擾。 

二、論文內容簡報： 

2010/7/20

臺北市國民小學實施讀報教育
成效評估之研究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研究生：馮? 愛

      2010/7/20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NTNU

感謝

指導老師：邱銘心博士

口試委員：卜小蝶博士、周文欽博士

  
 

 

2010/7/20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NTNU

研究動機

• 由於影音科技的快速發展改變國小學生的
閱讀習慣

• 讀報教育可以培養學生的閱讀習慣、增進
溝通和寫作能力

      2010/7/20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NTNU

研究目的

• 了解臺北市國民小學實施讀報教育的方法

• 了解臺北市國民小學教師、學生對實施讀
報教育的看法

• 探討臺北市國民小學實施讀報教育的現況

 



2010.07.03~2010.07.10                                                    馮琼愛 
                                                                       097153117  

 5

 

 

2010/7/20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NTNU

研究問題

• 臺北市國民小學實施讀報教育的方法(教材
使用情況、時段、目標..等)為何？

• 臺北市國民小學教師對實施讀報教育所面
臨問題與看法為何？

• 不同人口變項的臺北市國民小學學生對實
施讀報教育成果的看法是否有差異？

      2010/7/20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NTNU

相關研究-國內

• 根據國語日報（2008）調查顯示：

鼓勵學生利用零碎時間閱讀、讀報內容應
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

• 臺北市國民小學97學年度試辦讀報教育計
畫成果：

將讀報教育與原有課程結合、鼓勵學生養
成自行閱讀的習慣、加強宣導爭取家長支
援與認同

 
 

 

2010/7/20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NTNU

國外讀報教育發展狀況

• 引用美國、日本與新加坡的例子說明讀報
教育在國外的發展情況

• 美國為讀報教育的發源地其實施狀況為讀
報教育的重要指標

• 日本為亞洲地區較早實施讀報教育的國家
而其實施狀況亦可做為臺灣推展讀報教育
的範本

• 新加坡雖然推行時間較晚，但其實施的成
效卓著也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2010/7/20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NTNU

研究方法

• 研究對象：臺北市國民小學讀報實驗班的
教師、學生

• 研究工具：自編之臺北市國民小學實施讀

報教育調查問卷 (教師用)、(學生用)

• 資料處理：教師的統計分析使用次數分配
，學生的部分則用卡方考驗

  
 

 

2010/7/20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NTNU

研究結果與討論

• 臺北市國民小學教師在實施讀報教育所面
臨的問題以教學時問不足為主

• 選擇報紙作為教材主要是利用報紙具有即
時資訊的優點，並以報紙多元化的內容用
來提升學生的語文程度

      2010/7/20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NTNU

臺北市國民小學學生的人口變項與
對實施讀報教育分析

• 整體調查結果學習動機、學習時間與學習
次數似乎不會因為性別不同而有所差異

• 讀報能增加和同學討論的話題，表示人際
互動會因性別而有所差異

• 閱讀報紙的時間達顯著水準，表示高年級
學生已懂得利用零碎時間進行閱讀

• 學習次數以每天看所佔比率最高，說明高
年級學生已有每天看報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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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7/20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NTNU

結論與建議

結論

• 教學時間的安排應是讀報教育下一階段努
力的目標

•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未來讀報教育實施的
對象應以高年級學生較為適合

      2010/7/20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NTNU

建議

• 以事後回溯臺北市國民小學基本學力檢測
評估讀報教育的實施成效、比較其他國家
與臺灣實施成效的差異

• 如何促進公共圖書館與國民小學合作實施
讀報教育，是非常值得探究的課題

 
參、各圖書館參訪行程 

一、南京：紫金山天文台、南京師範大學圖書館(隨園校區與仙林校區)&南

京圖書館 

 
紫金山天文台 

    紫金山天文台(中國科學院紫金山天文台，簡稱紫台)位於南京城東紫金

山第三峰上，前身為國立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與紫金山天文台同為中國近

現代天文學的發祥地，被譽為「中國現代天文學的搖籃」，1965 年起編算天

文年曆包括每年發行之《中國天文年曆》與《測量簡曆》。由於近二十年來

南京城夜間燈光污染嚴重，紫金山已經無法持續進行觀測，所以將原址改建

為科學教育基地，1996 年被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古天文儀器與觀

測室則開放給遊客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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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京師範大學圖書館(隨園校區與仙林校區) 

 

 

    南京師範大學是由原金陵女子文理學院圖書館的基礎上，收集前南京大

學師範學院、金陵大學等單位館藏建立起來的。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現

已成為一所大型綜合性大學圖書館。分成三區七館-隨園校區：隨園圖書館、

華夏教育圖書館；紫金校區：紫金圖書館；仙林校區：敬文圖書館、社科圖

書館、數理化圖書館、生地圖書館。館藏文獻總數量 265 萬冊，居江蘇省第

2位。館藏主題涵蓋哲學、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類別，館

藏文獻學科體系完整，以適應綜合性大學的辦學需要。五個學科的文獻總量

居全國大學圖書館第 20 位。 

 

 

隨園分館 

隨園分館座落在隨園校區的西山上，館舍建立於 1984 年，該館收藏重

點以為高年級本科生及研究生教學服務的中外文書刊、古籍、工具書、期刊

等。其中工具書與中文期刊是館藏部分最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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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教育圖書館 

位於隨園校區大草坪旁，建於 1988 年 5 月，建築面積 1732.7 平方公尺，

是國內第一所由香港華夏教育基金會贊助的教育專業圖書館，是江蘇省高校

文獻信息保障系統教育學文獻中心，同時又是文科普通中文圖書樣本的收藏

庫。此外，它還是漢語教學資料中心。 

 

三、南京圖書館 

 

南京圖書館暨江蘇省公共圖書館，館藏涵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個領

域，現有館藏 867 萬冊，藏書量僅次於國家圖書館和上海圖書館，是中國第

三大圖書館，亞洲第四大圖書館。1907 年由清兩江總督端方創辦。1954 年

正式定名為南京圖書館，是江蘇省省級公共圖書館。歷史文獻是該館藏一大

特色，包含古籍 160 萬冊、民國文獻 70 萬冊。在功能佈局上，新館主要體

現以〝用〞為主、以讀者為中心的理念，並以開架式為主要的服務方式，實

現藏、借、閱、諮詢、管理一體化。全面實施免費開放、重視對弱勢團體的

服務、積極促進公民文化權益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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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讀報觸摸屏 

南京圖書館結合傳統閱讀和最新數位閱讀理念的高科技觸摸屏電子讀

報系統正式亮相。到館讀者不用專程前往報紙閱覽室，即可在全館範圍內免

費瀏覽當天 140 種國內主要報紙，享受數位資訊時代資訊無所不在的便捷。

電子讀報系統的引進與推出，是南圖“數位建設年＂的重要措施之一。其中

“隨時隨地享受最新資訊＂的特性已引起了多數讀者的關注與興趣，成為南

圖數位化服務的焦點。 

 

四、上海圖書館 

 

 

上海圖書館是中國最大的研究型公共圖書館，建於 1952 年 7 月。1955

年與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合併，成為中國第一個省（市）級的圖書資訊

聯合體。2000 年上海圖書館推動 88 家區縣、街鎮圖書館加入「一卡通」系

統，行成市、區縣、街鎮、村四級“文化共用工程＂服務網路（在中國公共

圖書館辦「閱覽」證是要收費的、辦可借書的證也要收費，有效期限一年；

兒童讀者服務屬少兒圖書館，非一般公共圖書館）。館藏擁有圖書、報刊和

科技資料 5095 萬冊及 15 萬多張老唱片等非書資料。其中館藏歷史文獻 370

萬冊，距今 1400 年的《維摩詰經》是上圖最早的藏品。從 2001 年 6 月開始，

館方聯合上海和長三角地區，以及港澳臺和世界一些著名的公共圖書館、高

中圖書館和專業圖書館的 120 多位資深圖情專家，為讀者提供參考諮詢服

務。2005 年推出“手機圖書館＂服務，開闢讀者與館員交流的管道。2007

年 9 月“e卡通＂服務平臺開通，取得社會良好的反應。借助電腦網路，館

方已與 50 多個國內外圖書館和資訊機構建立館際互借合作，為讀者方便獲

取資料建立快捷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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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全新的圖書館自助式服務系統，亭上的主屏和兩個側屏還可提供圖

書瀏覽以及電子資源的多種下載。 

 

五、上海交通大學圖書館 

         

上海交通大學圖書館創建於 1896 年。以學科服務為主軸，使位於閔行、

徐匯和盧灣三大校區的四所圖書館形成多分館協同服務的模式。四所圖書館

的定位分別為：新館作為主館，定位為「理工生醫農科綜合館」；包玉剛圖

書館定位為「人文社科綜合分館」；包兆龍圖書館定位為「管理與社科分館」；

醫學院圖書館定位為「醫學分館」。上海交通大學圖書館是中國高等教育文

獻保障系統（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 CALIS）的

華東南地區中心。CALIS 的宗旨是，在教育部的領導下，建設以中國高等教

育數位圖書館為核心的教育資料聯合保障體系，實現資訊資源共建、共知、

共享，以發揮最大的社會效益和經濟效益，為中國的高等教育服務。發展目

標為：建成服務主導型、資訊立體化的數位圖書館。 

學科館員服務於 2008 年 9 月，圖書館以主館、包玉剛館、包兆龍館（部

分）和醫學館組成多分館集散式協同服務模式，以學科館員為核心，配備「學

科館員—咨詢館員—館員」的服務團隊，推出一系列學科化創新服務項目，

展開「學科館員」走進院系、融入學科團隊、嵌入研究過程的服務。 

 

肆、中國 2010 年上海世博會 

正式名稱：中國 2010 年上海世界博覽會 

主題：城市，讓生活更美好 

展期：2010 年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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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世博會的舉辦場地在上海市中心，主要位與南浦大橋和蘆浦大橋之

間的濱江區域，井沿著上海城區黃浦江兩岸邊行布局。世博園區劃分為 A、

B、C、D、E 五個功能片區，其中 A、B、C 三個功能片區分布在浦東地區，D、

E兩個功能片區分布在浦西地區。 

A 片區：主要在置部分亞洲國家館等場館 

B 片區：主要在置城市人館、城市生命館、城市地球館以及部分亞洲國家館、

大洋洲國家館、國際組織館等場館 

C 片區：主要在置歐洲、美洲、非洲國家館等場館 

D 片區：主要在置城市足跡館和企業館等場館 

E 片區：主要布置城市未來館、企業館和城市最佳實踐區等場館 

   一、台灣館 

展館主題：山(寬廣遼闊)、水(生生不息)、心(親善堅韌)、燈(祈福淨

化) 

球體體積：外徑 16 公尺、內徑 12 公尺     

LED 球幕：以 100 萬顆 LED 燈組成 

玻璃燈罩：由 854 片大小不同的玻璃所組合而成 

山體牆面：用 888 片不鏽鋼板併貼對花而成 

高度：23.8 公尺(約 7層樓) 

展場面積：1,400 平方公尺 

 

1 樓台灣之窗：台灣的美在於大山大水中充滿千萬個千年文化所結

晶之人文心靈，因此，進入台灣館的第一個體驗區，即有數十個象徵「台

灣之窗」的大小螢幕，為您介紹台灣之美及放天燈的習俗，藉由天燈的

祈福許願與淨化心靈的意涵，以「山水心燈」為總體概念，向世界行銷

-新台灣精神。 

5 樓 720 度全天域劇場：「720 度全天域劇場」是一座「懸托式球體

劇場」，720 度圓球型螢幕是利用 12 台高效能投影機分別由兩端投射的

全球幕畫面，加上 8聲軌立體環繞聲，營造來自四面八方穿越感的音

效。同時配合影片內容以台灣知名的天然景致如：玉山、阿里山、太魯

閣，以及台灣原生特有的動植物…等，為參觀者創造身歷其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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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樓燈水台：參觀者在「點燈水台」，進行體驗天燈祈福儀式時，

猶如站在台灣的土地上，四周環繞來自太平洋的水，LED 燈顯示其所選

擇的祈福語句，隨著天燈冉冉升空，讓參觀者在台灣館就能體驗到台灣

特有的天燈祈福。當然也意味著台灣館每天將有成千上萬個祈福心願飄

向天際，為全世界祈福! 

1 樓城市廣場：台灣知名設計師姚政仲帶領竹編藝術家，利用竹編

以「亂編法」編織成精緻的樹幹，展現台灣傳統竹編藝術之美。配合竹

編樹影的光影變化，從日到夜、由明漸暗，以 6分鐘呈現台灣居民一日

寫照。 

 

二、丹麥館 

主題：夢想城市 

國家館日：6月 29 日 

    展館由兩個環形軌道構成，俯瞰時形似一個螺旋體，超越了傳統的

展覽形式，帶來不斷穿梭於室內與室外的感受。展館就像一本童話書，

分為〝我們如何生活〞、〝我們如何娛樂〞、〝我們如何設想未來〞三章，

介紹丹麥人日常的生活、性格愛好以及對未來的展望。展館同時提供數

百輛自行車，讓參觀者在丹麥式的城市生活中，瞭解丹麥人的生活和夢

想，還有丹麥著名的小美人魚雕塑，讓參觀者仿彿置身於安徒生的童話

王國中。 

 

三、義大利館 

主題：人之城 

國家館日：6月 2日 

    展館設計靈感來自上海的傳統遊戲「遊戲棒」，由 20 個不規則、可

自由組裝的功能模塊組合而成，代表義大利的 20 個大區。整座展館猶

如一座微型的義大利城市，充滿弄堂、庭院、小徑、廣場等義大利傳統

的城市元素。展館通過展示義大利在科技、音樂、時尚、建築等領域的

成就，呈現一個充滿生氣、幸福感的城市。展館採用透明混凝土的新型

建材打造而成，可以呈現不同透明度的層次感，並顯示內外的溫、溼度，

同時展出 20 多項義大利的高科技概念設計及手工技藝。 

 

伍、結語 

    此次參加在南京大學所舉辦的第十屆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

會，有以下幾點心得： 

一、在撰寫投稿論文的過程中，學到論文撰寫技巧及投稿應注意的事項如：

要符合學術論文規範並以實證研究支持論題、採量化研究時應以數據呈

現研究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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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參與會議過程中，除了發表論文外，也感受到國際性會議的氛圍，與

兩岸著名的學者一起探討圖書資訊教育的重要課題，並與當地研究生進

行討論，聽取對方的研究理念、學習他們的研究精神，將討論所得作為

往後研究的參考。 

三、在參訪的過程中，參觀了當地一流的圖書館，從讀者服務到各項軟、硬

體設施，在在體現當地圖書館界辦館的用心，從中學到許多值得我們效

法的地方。 

四、參觀世博的行程中，世界各國無不卯足全勁將自己國家最好的一面呈現

給全世界，尤其在台灣館的參觀過程中，看到了與我認知中不一樣的台

灣，台灣有這麼多我所不知道的美好事物，在國外看到自己熟悉但又略

感陌生的台灣，心中的激動無以名狀，原來台灣如此美麗、台灣人的創

意如此豐富，在世界的舞台上與各國相比毫不遜色，當時的心中只想大

喊「台灣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