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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與檔案創新研究國際研討會： 

圖檔所二十週年所慶 

 日期：2016年 10月 13日-14日(星期四-星期五)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國際會議廳 

 議程                                                                                                             2016.8.29 

日期 時 間 內 容 

10 

月

13

日 

上 

午 

8:30-9:00 報到 

9:00-9:20 
開幕典禮  

貴賓致詞 

9:20-10:00 

主持人：蔡明月教授(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兼館長) 

講 題：數位時代英美圖書資訊學教育與研究未來發展 

講 座：Prof. Miguel Nunes(大陸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院院長) 

10:00-10:15  貴賓合影暨茶敘 

10:15-11:25 

(70分) 

論文發表《場地 A：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楊美華教授(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一、題目：共用經濟視角下的圖書館信息資源分享模式研究 

作者：李卓卓(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檔案與電子政務系副教授) 

二、題目：從體育研究生資訊需求探討館藏使用與滿意度研究 

作者：洪妃(體育大學圖書館組長)、王梅玲(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

學研究所教授) 

三、題目：圖書館使用者特質之研究-以國立宜蘭大學為例 

作者：吳玉茹(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應用經濟學碩士)、林雲

雀(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副教授) 

四、題目：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讀者使用資源探索服務的意願：以臺灣聯

合大學系統為例 

作者：江明潔(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史經營組)、謝寶煖(臺灣大學圖

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問題討論：5分鐘 

論文發表《場地 B：互動式講堂》 

主持人：莊道明副教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主任) 

一、題目：基於 UTAUT模型的社交媒體學術信息行為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作者：溫陽(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檔案與電子政務系本科生)、李卓卓(蘇

州大學社會學院檔案與電子政務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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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目：電子資源支援大學遠距教育圖書館服務之研究 

作者：張艾琦(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碩士生)、王梅玲(政

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三、題目：以 Kano二維模式分析各國博物館 App要素初探 

作者：張渟湲(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碩士生) 

四、題目：網友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未查證資訊的行為研究 

作者：周澍來(清華大學圖書館服務與創新組組員)、李依霖(臺灣大

學圖書資訊學系博士生)、陳嘉勇(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博士

生)、唐連成(新北市立圖書館館長) 

問題討論：5分鐘 

11:25-12:05 

(40分) 

議題討論《場地 A：國際會議廳》 

主題：數位時代圖書館事業與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北極星 

主持人：王梅玲教授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 

與談人： 

 吳美美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所長) 

 陳雪華教授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蔡明月教授 (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長) 

12:05-13:00 午 餐 

10 

月 

13 

日 

下 

午 

13:00-13:40 
主持人：邱炯友教授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講 座：張志強教授 (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常務院長) 

13:40-14:50 

(70分) 

論文發表《場地 A：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林信成教授 (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 

一、題目：數位出版技藝之法律議題解析 

作者：廖又生(亞東技術學院教授兼醫務管理系主任) 

二、題目：臺灣國立大學出版社現況及績效評估指標建構 

作者：萬麗慧(閩南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三、題目：以尖點劇變模型分析電子書閱讀之行為意向 

作者：黃昱凱(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副教授)、許佑旭(日本

明治大學大學院特任准教授) 

問題討論：5分鐘 

論文發表《場地 B：互動式講堂》 

主持人：曾堃賢主任(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 

一、題目：數位人文趨勢與主題分析之研究 

作者：黃靖斐(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博士生) 

二、題目：「淡水學」文獻之計量分析-以臺灣博碩士論文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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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立雅(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碩士生)、林雯瑤(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副教授)、李易昶(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碩士生)、林信成(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 

三、題目：論圖書館的「價值定位」 

作者：吳昀庭(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生)、陳冠至(天主教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進修學士班副教授) 

四、題目：1950﹣2014「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發展與演變 

作者：周瑄(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 

問題討論：5分鐘 

14:50-15:30 

(40分) 

議題討論《場地 A：國際會議廳》 

主題：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之數位借閱服務 

主持人：邱炯友教授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與談人： 

 王逸麟總監 (遠流數位內容研發部) 

 陳建安理事長 (臺灣兩岸出版品協會) 

 黃榮華總監 (凌網科技數位公司) 

15:30-15:45 茶 敘 

15:45-16:55 

(70) 

論文發表《場地 A：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黃國禎講座教授(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一、題目：A novel predictor of performance based on access patterns for web-

based learning 

作者：王豐緒(銘傳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二、題目：翻轉教學下的同儕學習評量與學習成效的相關研究-以即時回饋

系統在分組學習為例 

作者：朱達勇(宜蘭大學人文暨科學教育中心講師)、蔡岱樺(宜蘭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專任助理)、林雲雀(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副教授) 

三、題目：An English Diagnosis and Review System based on Brainwave 

Attention Recognition Technology for the Paper-based Learning 

Context with Digital-Pen Support 

作者：許筑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碩士生)、陳志銘(政

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林宓(臺灣師範大學工業

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問題討論：5分鐘 

論文發表《場地 B：互動式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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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張迺貞副教授 (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一、題目：學習風格對媒介選用因素與習慣之影響 

作者：賴志宏(東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張珈珮(東華大學資訊

工程學系碩士生)、梁祐銘(東華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生) 

二、題目：數位閱讀行為之比較研究：以臺灣和美國研究生為例 

作者：陳佳香(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林素聿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助理教授)、柯皓仁 (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館長)、Wooseob Jeo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ilwaukee) 

三、題目：Enhancing Digital Reading Performance with a Collaborative 

Reading Annotation System 

作者：陳芳雅(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研究所博士生)、陳志銘(政治

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許筑婷(政治大學圖書資

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碩士生) 

四、題目：翻不翻轉?運用問題導向學習融入資訊素養創新教學 

作者：張迺貞(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徐暄淯(溫州大學創業

人才培養學院博士/講師) 

問題討論：5分鐘 

16:55-17:35 

(40分) 

議題討論《場地 A：國際會議廳》 

主題：數位閱讀的社會創新、發展與推廣策略 

主持人：陳志銘教授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所長) 

與談人： 

 陳昭珍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教務長) 

 陳迪智總經理 (聯合報教育事業部) 

 賴忠勤研究員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研究發展小組召集人) 

17:35 賦 歸 

 

日期 時  間 內 容 

10 

月 

14 

日 

上 

午 

8:50-9:10 報到 

9:10-9:50 

主持人：薛理桂教授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講 題：多學科視角下的檔案學研究進展 

講 者：張斌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院長) 

9:50-10:05 貴賓合影暨茶敘 

10:05-11:15 論文發表《場地 A：國際會議廳》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L2oTp56PNAhXLj5QKHePFDGkQFggaMAA&url=http%3A%2F%2Fwww.dils.tku.edu.tw%2Fdilswordpress%2F%3Fattachment_id%3D1299&usg=AFQjCNGMzJlQAHUfrTftqbFGjy07yrfz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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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分) 一、題目：“Rigorous and Necessary” Versus “Superfluous and Silly”: John 

Roberts’ Thoughts on Two Archival Theories 

作者：Carvalhêdo Franco, Shirley(巴西利亞大學資訊科學系教授) 

二、題目：文學雜誌數位典藏教學對高中生中文寫作能力之影響 

作者：林雯琪(明道中學副校長)、王梅玲(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教授) 

三、題目：數位系統在人文研究的應用：以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觀察臺

灣女力圖譜 

作者：王麗蕉(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主任) 

四、題目：資訊公開視角下高校檔案館數位檔案資源建設初探-以北京大

學檔案館為例 

作者：郭鵬(北京大學檔案館助理研究員/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博士生) 

問題討論：5分鐘 

論文發表《場地 B：互動式講堂》 

一、題目：臺灣檔案典藏機構符合無障礙網頁規範之檢測分析 

作者：林巧敏(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副教授)、區琬琳(政

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碩士生) 

二、題目：從文書產生到檔案檢索應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的考察 

作者：黃淑惠(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博士生/國史館臺灣

文獻館編纂) 

三、題目：由社群網站內容探討民眾對於機敏檔案的認知與看法 

作者：王立勛(政治大學圖書館館員)、游宗霖(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

中心技術師) 

四、題目：臺灣古地圖數位化現況 

作者：蔡瀚緯(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碩士生) 

問題討論：5分鐘 

11:15-11:55 

(40分) 

議題討論《場地 A：國際會議廳》 

主題：檔案開放應用之社會責任 

主持人：林巧敏副教授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與談人： 

 王文隆博士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 

 林秋燕博士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局長)  

 張力榮譽講座教授(東華大學歷史系) 

11:55-12:10 閉幕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