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資 STYLE
耕書集暨傑出系友特刊



序

　　今年的耕書集以「我的圖資生活」作為主題，作為輔大圖書資

訊學系五十週年系慶系列的一環，本屆收錄的內容包含傑出系友採

訪、美國圖書館實習經驗分享、會長的話、第49屆系學會一整年
的活動軌跡等內容。 

　　特別是在傑出系友採訪部分，除了介紹當選108學年度的傑出
系友外，我們也很榮幸邀請到其中的王希希館長、王國強副館長、

周斯劭學姊、陳信良館長、陳昭珍教授、曾淑賢館長、鄭時寧學姊

分享他們各自的圖資生活與職場經歷。在海外實習內容上，我們邀

請到去年赴美國舊金山實習的高曼容學姊來做經驗分享，詳談從申

請到真正完成實習的過程。

　　無論是圖資系的師長們，正在圖資系就讀的同學，抑或是曾加

入輔大圖資的系友，都非常歡迎您閱讀我們這次準備的內容，盼望

透過些許字句，能夠讓您有所收穫。

　　最後，感謝在製作本刊上所有給予幫助的師長、系友、同學，

以及願意翻開本刊的讀者，願大家的生活能夠時常出現幸福，謝

謝。 

第四十九屆圖資系系學會學術股股長　陳奕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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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時光飛逝，印象中不久前才成為大學新鮮人，怎麼一下子就變成大四

學姐了呢！看著又一屆新生，不禁回想三年前剛踏入圖資系的自己，對未

來充滿希望，以前總聽別人說大學生活多麼有趣自由，現在終於可以自己

親身體驗。大學不可或缺的活動就是宿營了，學長姐們帶著我們一步步踏

入圖資大家庭。除了學習以外還有各式各樣的社團，我參加了系上排球

隊，豐富了我的生活，當時我們非常熱衷於排球，只要有空堂都會在植物

園打排球，春假時也會和系上朋友一起出去玩。

　　不知不覺升上大二，也有了直屬學弟妹，我勵志成為一個非常棒的學

姐，把當年學姐的叮嚀與自己的經歷傳承並分享給他們，希望能幫助他們

更快進入這個大家庭。剛升上大三就是一個大挑戰，接下學會會長的位

置，宿營、萬聖節、校慶、聖誕節、運動會、圖資週，一連串的活動接踵

而來，多虧學會的夥伴們，才能辦出這些如此豐富精彩的活動。而我的圖

資生活就這樣不知不覺地迎接了最後一年，看著學弟妹們青春有活力的樣

子，期許他們也能不斷豐富自己的生活，讓四年的圖資生活充滿色彩！

第四十九屆圖資系系學會會長　陳儀郡

Enjoy you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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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

�國�⾦⼭市⽴�書�

��學�計畫



Q1

Q2

　　除了必須準備系上規定的申請資料外，在面對第二階段的

全英文面試，也要努力練習英文口說。幸好之前我就有修過英

語學分學程，提高英文對話能力，最後很幸運地通過第二階段

的面試，成為代表我們系上至舊金山市立圖書館觀摩實習的學

生。。

　　其實只是個很簡單的理由，因為我認為能夠出國實習是很

難得的經驗，而且相較於想要到輔大的姊妹校留學，必須要與

其他系所更多的學生競爭名額，這份機會只有我們系上的學生

能夠爭取，競爭人數少，非常值得把握。

高曼容學姊於2019年7月至美
國舊金山公共圖書館進行近一

個月的觀摩學習，學姊在實習

的過程中獲益良多，並想將這

次在實習過程中的所見所聞分

享給大家。

⾼�容

為什�會想�申�去�國�⾦⼭�共�書�實��

為了��申�到�⾦⼭實���在事�做了哪�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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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要自己準備的東西有很多，除了平時需要多聽英文外，還

要處理申請補助的事宜。關於補助申請有兩方面，分別為校內

及校外。校內可以申請學校提供的海外實習補助，而校外則是

有教育部提供全台大專校院學生的「學海築夢」補助計畫，但

是因為教育部補助對象大都以一份計畫有多人參與為優先，所

以申請到的機會並不大，雖然最後的確也沒辦法申請到校外補

助，但是至少有順利拿到校內補助。

　　另外，負責這項實習計畫的李明老師，有先帶我到圖書館

熟悉各個部門工作，例如：採編、期刊、參考等組別。我也有

與台大及淡大圖資系選出的學生進行聯絡，包含討論舊金山市

立圖書館需要我們參與的課程，及規劃在美國的假日旅遊行

程。

　　最後，準備好出國必要的東西，包含機票、護照、簽證及

保險等，就可以出發了！

Q4

　　因為這是觀摩學習計畫，再加上美國勞基法也有規定，只

要有參與工作就必須支付薪水，所以基本上實習生跟他們簽的

實習計畫並不能實際參與到他們的工作，而是觀摩學習他們個

別部門的工作。舊金山市圖總館的部門非常齊全，包含流通、

編目、期刊或視聽等單位。另外，我們也有去參觀其他特色分

館，特別是華人街，以及東歐語系的社區附近的圖書館，就如

同台灣一樣，會有多元文化的館藏資料，像是西班牙語或是東

南亞語區的館藏。

在�上之�到真正�出發去�國之�����再做其�

事�準�嗎�

�在實���中�參�了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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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首先是出國前一天我因為急性腸胃炎住院，再加上碰巧

遇到長榮航空罷工，影響到原定6/30出國，從7/2開始實習
的計畫。幸好老師願意幫忙聯絡與溝通，讓我在7/9順利出發
去美國。

　　再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美國舊金山公共圖書館的各種

服務。由於這間圖書館已經成立超過五十年，因此措施與服

務相對完善，不僅有專門的社工提供諮詢服務，包含家庭關

係或經濟等問題。圖書館也會提供盥洗巴士(shower bus)，
通常會停在圖書館側門外給街友洗澡，這是因為他們認為圖

書館是服務民眾的地方，只要能夠提供的服務，就會盡量滿

足民眾，但這點在台灣是不太容易看到的。

實���中��什�����刻的事嗎�

�國�
⾦⼭�

共�書
�

（接上頁）至於實際參與到的項目，是延續以往前兩屆都有

的資訊課程。由於活動的對象是不常使用社群軟體的中老年

人，因此我們在出發去美國前就已經討論好，教導他們使用

「Instagram」。我們在早上和下午各舉辦了一堂課，其中
比較不同的是，因為舊金山華人人口數高，當地聽得懂中文

的人並不少，所以早上的課程會以中文對話進行，下午則是

使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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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為在實���中學到或�受到�重�的東西是�

　　首先是習慣講英文，雖然我們私底下會跟負責館員說中

文，也就是當初促成這項計畫，從台大圖資系畢業的學姊，

但是在當地大部分時間還是得說英文。

　　第二個則是人際關係的問題。在實習期間，我們住在寄

宿家庭，飲食部分要自己打理，使用廚房的時間也要盡量和

屋主錯開。

　　另外，我覺得自己跟另外一位實習生有一些隔閡，雖然

平時我們都還是有互動，也會和寄宿家庭屋主的孫子玩耍，

出去玩時也需要集體行動，但是在不知不覺間，有感受到他

好像不太喜歡我，所以現在也沒有再聯絡了。不過，我認為

人生中總是會遇到人際相處的問題，其實這是很正常的，放

寬心不要想太多就好了。

Q7

　　有，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到美國，剛開始我很擔心自己的

英文講不好，對方會聽不懂。但是，到了當地才發現其實我

的英文也沒有很差，慢慢地講對方也能夠聽得懂，就像他們

講中文一樣，這只是立場對調的概念。

實���結束�⼼境上是否�不同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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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其實是有關係的。因為在實習前我還沒有確定自己未來

想要往什麼方向走，也有在思考要繼續往圖資領域學習，還

是試著挑戰看看其他領域。但是在實習過程中受到同行實習

研究生的影響，我了解到圖資系碩士班的生活，所以後來在

實習結束後，我產生與其去一個我不了解的領域，不如繼續

在圖資領域就讀的想法，再加上我的爸爸當時是在職碩士，

他也鼓勵我趁著年輕應該繼續挑戰自己，繼續就讀研究所。

當然，我本身也不排斥圖書館的環境，甚至滿喜歡的。

�我們了���即�就讀師⼤��研�所��問到�國

實�的經驗�影響到�就讀研�所的�定嗎�

Q9

　　我想成為正式的館員，研究所畢業後再準備國考。如果

考上的機會比較低的話，可能會先考慮往出版社、資料庫公

司應徵，主要是想往資訊應用的領域方向發展。雖然未來的

變數還很多，但是我認為先訂好方向還是很重要，當然，如

果以後能夠依照自己訂好的方向前進是最好的。

�未來想�發展的⽅向是�

Q10 對於�師�學弟��沒�什�話想���

　　很感謝老師促進這項計畫，以及學校的經費補助。對現

階段還在迷茫自己未來的學弟妹，我的建議是要好好念書，

多多利用圖書館的資源，也可以請教學長姊。如果發現自己

真的對圖資領域不太喜歡，我會建議提早轉換跑道，多去嘗

試自己感興趣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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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對日後要去業界實習的學弟妹，實習就是個透過

實習單位安排的職位，去檢視自己在這個職場有沒有用處的

好機會。因為現階段學習的東西，在實習過程中會發現其實

我們的能力還是有不足之處，而且實際上大部分的實習就好

像臨時安插一個工作進去，不太會像我在舊金山公共圖書館

把每個部門都觀摩一遍。

　　至於對於升上大四的學生，若想要就讀研究所，就要評

估自己有沒有寫出一篇論文的能力，因為我們系沒有硬性規

定需要在大學時產出學術論文或是專題，在沒有經驗的情況

下，就要考慮自己是否還會願意嘗試做研究，並完成論文。

如果想要考國考的話，就需要一段時間的準備，在這之前，

需要衡量自己能不能按部就班準備，如果沒辦法自己規劃進

度，當然也可以考慮去補習班。

　　若上述兩者都不考慮，就是選擇就業了。如果對自己的

實習單位感到好奇，或想要更加了解這個業界，這會是個很

好的就業方向。雖然今年受到疫情影響，比較難找到工作，

但我認為圖資系畢業的我們，還是有很多方向可以發展，不

論是行銷、行政、多媒體或是資訊都是可以嘗試的領域。總

之，我認為在經歷過實習後，就算現在還是不知道自己未來

要幹嘛，一定也要開始替自己的未來慎重做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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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採訪問��

108學年度
          �出�友�刊

Exclusive    

 Interview
WHO ?

WHO'S         



美國麥塔城公立圖書館(Metuchen Public Library)董事會一致
讚賞的華裔菁英，於107年7月榮任麥塔城公立圖書館館長一職。
帶領麥塔城公立圖書館獲得新澤西州圖書管理協會的認可，獲頒

發《2017最佳文化推廣圖書館》證書，這個證書每年只頒給三個
圖書館。王希希系友參與多元文化計畫，連續二年得到密德塞斯

郡(Middlesex County)的獎勵，及為了保持當地很早期的文化
與報紙，將珍貴的資料進行數位化。

傑出事蹟：

108學年度

�出�友�單

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澳洲查爾斯史都華大學套用科學碩士、廣

州暨南大學歷史學碩士、澳門大學課程設定碩士、北京大學信息

管理學博士

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理事長、輔仁大學澳門校友會創會理

事長、澳門粵華中學家教會會長、澳門特別行政區非高等教育委

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中文資訊碼小組成員、澳門文教出版

協會副理事長、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副理事長、澳門出版協會理事

長、深圳市公共圖書館研究所研究員、澳門中華教育會出版部理

事、澳門多元智能創思教育協會顧問、2015-2017年北京大學校
友會總會澳門校友會優秀校友

學經歷：

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畢業

1985年到美國取得圖書館學碩士學位

學經歷：

澳門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兼出版中心主任

現任職務：

美國麥塔城公立圖書館(Metuchen Public Library) 館長
現任職務：王

希
希

王
國
強

(名單依筆畫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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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斯
劭

凝聚輔大圖資澳門系友之情誼，長年深耕澳門，關心母系發展。

促成本系澳門海外實習計畫，為系上建立多元海外學習機制，讓學

生了解海內外圖書館在運作上之差異，更能將所學及所聞在返回學

校後，分享給在校同學，提供不同經歷之分享。104-107學年度共
計有25位同學前往實習，獲益良多。

傑出事蹟：

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美國馬里蘭大學圖書館學碩士

中央研究院、美國脊椎醫療協會資訊中心經理、美國環保局、美國

國立農業圖書館

學經歷：

日本大塚製藥美國總部全球資訊情報中心高級處長

現任職務：

Otsuka 是日本有名的跨國大集團，因工作需求常到歐洲各國和日
本開會，也常受邀在美國圖書資訊界公開演講。2016年榮獲大塚製
藥美國分公司封面人物。

同時促成「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優秀學生獎學金」之設立，鼓勵

學生於在校期間能積極從事各項學習活動，培養職場上具備的領導

能力，成為德智兼備、實力堅強的全球化人才。

傑出事蹟：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NEW YORK UNIVERSITY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R.O.C.

TAIPEI MUNICIPAL TEACHERS COLLEGE, TAIWAN, R.O.C.
Diploma, Elementary Education, 06/1985

學經歷：

Ph.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2/1999

M.A.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09/1995

B.A. Library Science, 06/1992

Curtis Laws Wilson Library, Missour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館長

現任職務：
陳
信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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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 Dean（副館長）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Joseph P. Healey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Boston

Palmer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ong
Island University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ies,
University of Missouri at Columbia

School of Inform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陳館長在美國工作超過20年，曾任教於多所知名大學的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深具國際觀，教學經驗豐富，研究主軸為協助使用者於不

同場域中應用資訊通訊科技，教學研究獲獎如下所列：

Outstanding Reviewer Award, The Electronic Library,
Emerald Literati Network Awards for Excellence, 2015
Trustees Teaching Award,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The 2008 Highly Commended Award, Emerald Literati
Network, U.K. (A socio-technical perspective of
museum practitioners' image-using behaviors. The

Beta Phi Mu, International Honor Society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99
Jay Daily Award,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Alumni Societ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98

陳館長常回臺灣分享美國圖書館事業之最新趨勢。近年陳館長往美

國的知名大學圖書館行政工作發展，大學圖書館管理實務經驗豐

富，熟知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策略與方向，圖書館理論與實務經驗豐

富，可為本系學弟妹的表率。

傑出事蹟：

Electronic Library, 25(1), 18-35)

陳
信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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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昭
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優聘教授兼教務長

現任職務：

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博士

台灣高等教育教學專業發展學會理事長 (TPOD)、台灣閱讀學會理
事長、國際圖書資訊學學會(ILISS)副會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
書資訊學研究所所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中華民國圖

書館學會理事長、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理事長、國際圖書館

聯盟大學暨研究圖書館委員會委員

學經歷：

2002年獲得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特殊貢獻獎
亞洲圖書資訊學研究論壇(ALIRG)創始人之一
獲2015 CALA圖書館傑出領袖張鼎鍾教授紀念獎
獲尊稱為「公共圖書館之母」：參與各項公共圖書館「數位化」與

「空間改造」計畫，讓臺灣公共圖書館改頭換面、與時俱進。

投身臺灣國小圖書館「圖書教師」推動工程，至2019年至少15%
的國小，25%的國中有圖書教師。
擔任臺師大圖書館館長

曾借調國家圖書館擔任閱覽組兼編目組主任，專業足以令業界肯

定。

傑出事蹟：

曾
淑
賢

國家圖書館館長兼漢學研究中心主任

現任職務：

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畢業、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學

位、美國教堂山北卡羅萊那大學圖書館暨資訊科學研究所進修、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博士學位

擔任學會、協會理事長及委員會理監事、委員或秘書長

擔任學術機構評審、評鑑、審查或諮詢委員

圖書館經歷豐富

學經歷：

108學年度輔仁大學傑出校友得獎人(社會服務及彰顯天主教精神類)
榮獲傑出公務人員獎

傑出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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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女性和重視性別平權

推動跨國漢學資源合作

推動閱讀服務不遺餘力

致力於資訊教育、終身教育、閱讀教育、社會教育

勇於進行創新服務，帶領團隊獲得創新獎項

提倡及落實環保概念：推動綠建築

帶領團隊獲得多項服務品質獎

焦
淑
慧

Puente Hills Chrysler Dodge Jeep Ram  (Vice President)
現任職位：

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

Puente Hills Chrysler Dodge Jeep Ram  (Vice President)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of Emporia, 圖書館學碩士學位
California Humphrey College, 法學博士
美國Chase Chrysler Jeep公司，擔任Vice President
(1996~2013)
Puente Hills Chrysler Dodge Jeep Ram，擔任Vice
President(2010~2020)
美國扶輪社公益事蹟

學經歷：

焦淑慧傑出系友秉持著本校天主教真、善、美、聖精神協助弱勢學

生就學，每年持續捐助清寒助學金回饋系上學生，促成本系「輔仁

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之設立。

重視本系學生學習環境，支持本系提出的「數位學習環境改善計

劃」，拋磚引玉，改善本系電腦教室的空間，提供學生安全的學習

環境。

傑出事蹟：

鄭
時
寧

美國輔大基金會董事、輔大醫院經營管理委員

現任職位：

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美國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電腦工程碩士

美國輔大基金會董事、輔大醫院經營管理委員

美國IBM高級軟體工程師，計劃經理、品牌經理
輔大圖資系助教

學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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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輔仁大學傑出校友得獎人(本校特殊貢獻類)
在職場上有傑出貢獻，對於校務及系務發展極為關心與支持，也多

次捐款給校方支持醫院建立，並捐款提供母系更新設備，樂於返系

演講分享職場經驗，鼓勵並提攜學弟妹。除此之外，有鑑於招生日

趨艱難，亦提供獎學金促成「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參與國際

論文發表獎學金」之設立，希望提升國際學術參與研究能量，吸引

更多優秀同學進入本系就讀。

傑出事蹟：

賴
鼎
銘

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學士、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圖書文物組碩

士、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圖書資訊學博士

世新大學校長、世新大學教務長、世新大學圖書館館長、世新大學

教授兼資訊傳播學系系主任、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系教授

圖書資訊相關專業服務(2004~迄今)
國立斗六高中 傑出校友獎(96/03)
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編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獲頒優等期刊獎」

(88/06、87/06)
教育部「教學特優教師」 (81)

學經歷：

98學年度輔仁大學傑出校友得獎人(學術卓越類)
專業領域的佼佼者 
提升專業領域在學術上之能見度 
培育高等教育界英才不遺餘力 
推動世新大學各項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方案與措施（例如：

加強產學合作，使得校園中「教」與「學」的活動更符合各個專業

市場之就業需求）

發揮輔仁大學真、善、美、聖之精神。

傑出事蹟：

監察院第六任監察委員

現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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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希 希

王希希系友現任為美國麥塔城公立圖書館館長。在輔仁大學

圖書館學系畢業後，於1985年到美國取得圖書館學碩士學
位。

學姊是美國麥塔城公立圖書館董事會一致讚賞的華裔菁英，

於107年7月榮任麥塔城公立圖書館館長一職。帶領麥塔城公
立圖書館獲得新澤西州圖書管理協會的認可，獲頒發《2017
最佳文化推廣圖書館》證書，這個證書每年只頒給三個圖書

館。同時王希希系友參與多元文化計畫，連續二年得到密德

塞斯郡的獎勵，及為了保持當地很早期的文化與報紙，將珍

貴的資料進行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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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唸圖資系的時候，原則上所有課程都

還是有著高度的學習興趣。我很喜歡中文和歷

史，所以還記得一些中參還有目錄學的學習。

大三和大四時，修了高錦雪老師的圖書館自動

化還有資訊檢索以及鄭雪玫老師的課程，也是

在多年之後現在印象比較深刻的！

Q1. �在就讀�������興�的課�是?

Q2. ��為在⼤學�期影響⾃

⼰��的課�是?

　　我覺得輔大課程的內容安

排都很不錯，但是暑期的實習

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及幫助。印

象最深刻的就是大三在中山科

學院實習，學習到很多新的圖

資檢索、觀念和作法！當時我

們小組組長就是曾淑賢學姐，

不過很快她就出國了。

Q3. ⼤學�期����刻的是?

　　大學時期最幸運的就是交到一群志同道合

的好朋友！我們自稱是「老饕會」，除了常常

在一起修習功課以外，也一起體驗生活，吃遍

美食！畢業已超過37年，我們這一群好朋友還
常常聯絡著！當然其中也有很多位是在圖書館

界的佼佼者，例如同學呂春嬌，林麗秋，溫達

茂還有張慧銖學姐，讓在海外的我們也更加的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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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幸運一開始在美國圖書館工作時遇到很多像家人般的同

事，一直在生活與工作上很照顧我。當然我也很努力地把握每一個

學習的機會，努力參與圖書館協會的各種小組討論及規劃，從中學

習圖書館的新資訊、知識及新趨勢！我們圖書館很注重各類型文化

交流及宣傳，每年的傳統－中國新年慶祝活動都吸引好幾百位當地

居民從各地來參加！

　　每年九月的September is Library Card Sign-up Month，
我們也和當地的餐飲服務合作，只要消費者亮出我們的圖書證，他

們就會給予不同消費優惠，不僅可以提高我們圖書館圖書證的簽

發，也可以提供當地的經濟消費，是一個雙贏的好企劃。我們已經

推廣三年了，今年因為疫情沒有繼續，竟然還有讀者詢問九月份是

不是可以使用我們的圖書證得到消費優惠。我們圖書館的服務是以

社區的需求為主，所以圖書的各類型活動都是根據當地社區居民的

需要來推廣。圖書館也連續三年申請到當地州政府的經費，可以把

早期的珍貴報紙文件數位化以方便電腦查詢，目前這個企劃還在持

續地推動，當地的歷史協會以及許多從事地方研究的人們都非常感

謝有這個新的免費線上檢索工具。工作上的挑戰是不斷的，只要盡

心盡力，集大家之力，好的團隊精神，無愧于心就可以了！

　　我們也努力不懈擴大圖書館服務，向社區扎根，推廣圖書館的

e資訊給不同階層的居民。在這次的疫情之中，對於e資訊的傳遞與
使用也有超高度的成長！虛擬程式設計以及數位資源都是未來的趨

勢！

Q4. 在�場⽣涯中�是否��到�難�的經驗或挑戰�⼜是

�何⾯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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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國內外圖書館工作所需的特質並沒有太

大的區別，重要的是要對圖書館服務有熱誠、有理

想，而且在國外更要把語言的表達及溝通能力好好

加強！我自己在國外這麼多年，也是在工作上一步

一腳印慢慢學習來的，要有膽量，敢說敢學，努力

去嘗試！

　　時時保持一顆熱誠服務以及不

斷學習新知識的心及信念！要勇於

嘗試，不要怕失敗，機會是給予時

時刻刻準備好的人！學弟妹都還很

年輕，要open minded, dream
big，不僅要循著自己的心和興
趣，也要訂定目標，勇往直前！加

油吧！學弟妹，你們都可以的！

Q6. 想�對學弟�勉�的話......

Q5. �⾃�經驗來看���為在國���書�

⼯作所�的�質�⼒是否�不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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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強

澳門大學圖書館副館

長兼出版中心主任

王國強學長十分關心母系發展，促成本系澳門海外實習

計畫，為系上建立多元海外學習機制，讓學生了解海內

外圖書館在運作上之差異，並將所學及所聞在返回學校

後，分享給在校同學，提供不同經歷之分享。　

104-107學年度共計有25位同學前往澳門大學圖書館
實習，獲益良多。

澳門實習的推手  將目標朝向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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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技術的課程，包括圖書分類、圖書編目、主

題標目等學科，由於專業性很強，知識是一點一滴累積

而來，你付出多少收穫就有多少。不像其他學科，可以

依靠自己的機智來解決問題。如果分編的能力越強，別

人沒法取代你呢！

　　第一是對圖書館學這個學科感到好奇，認為此學科專

業性強，日後必定會有很好的發展。還有在圖書館K書
時，常常看到明愛圖書館館長，很想在完成學業後，接替

他的工作。

　　除了電腦科目外，基本上每科都有興趣，特別是一

些以提交報告為主的學科，像是圖書館管理、公共圖書

館、大學圖書館、視聽資料、期刊管理等。

　　人物方面印象最深刻的是幾位啟蒙老師，包括藍乾

章教授、盧荷生教授、毛慶禎教授、鄭雪梅教授、鄭恆

雄教授。其他方面則是系館、文友樓及文圖。

Q2.�在就讀�������興�的課�是?

Q1.當年為何會隻�來到台灣��書�學�?

Q3.��為在⼤學�期影響⾃⼰��的課�是?

Q4.⼤學�期����刻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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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同學都很優秀，勤力好學是輔大的特質。 我發
現同學中有圖書館工作經驗的，吸收新知識的能力會更

強，我可以傳授多一些經驗給他們。

　　多參觀圖書館，做好心得筆記，多閱讀專業文獻，為

自己打下根基，先看中文期刊，再看外文期刊， 多嘗試發
表專業文章，目標朝向國際化。

　　在職場上最困難是面對上級不重視你的表現，唯有

加倍努力的工作，以真誠打動。

　　事前先了解澳門圖書館的概況，並溫習一下所學的編

目規則，因為主要實習內容與編目有關。

Q5.在�場上是否��到�難�的經驗或挑戰?

⼜是�何⾯對��理?

Q6.對於�計畫在海��書�實���⾄⼯作

的學弟�們��什�建議提供給�們?

Q7.�哪��質是在去海�實�的學⽣�上常看到的?

Q8.想�對學弟�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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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let your
 dreams just

be dreams.

因為工作需求，她常需要到歐洲各國和日本開會，除此之外，

也時常受邀在美國圖書資訊界公開演講。同時不遺餘力促成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優秀學生獎學金」之設立，鼓勵系上

學生積極從事各項學習活動，培養職場上具備的領導能力。

周斯劭學姊自大學畢業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一年後，便前往美

國馬里蘭大學攻讀圖書館學碩士。她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

美國環保局、美國脊椎醫療協會資訊中心及美國國立農業圖

書館。現為日本大塚製藥美國總部全球資訊情報中心高級處

長，帶領多達65人的團隊。

�斯劭

W O R K  H A R D

     P L A Y  H A 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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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讀������興�的課�是?

大學時代最令我感興趣的課程是「圖書館自動化」和「資

訊檢索」，當時講師的教授方式非常生動活潑。

��為在⼤學�期影響⾃⼰��的課�是?

大學時代影響我最深課程是「西編」和「西參」。當時全

部都是用英文書，不但加強我英文的能力，而且培養我堅

固的專業核心技能。組織、判斷和分析這對我在美國研究

所、日後生涯發展，和日常生活都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何在課��課�活動間�得平衡?參�課
�活動�讓�發掘⾃⼰具�什�樣的才�?

我的個性外向活潑，是班上和系上的幹部和公關。除了課

業努力， 成績也總是保持前幾名。我經常負責規劃和主
辦不同的交誼和康樂活動，多年後我才明白其中過程培訓

我的領導、溝通協調和談判能力，更加強我策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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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來�⼤學�期����刻的是?

我的人生哲學是＂Work hard, Play hard.” ，大學時期印
象最深刻的是我從未翹過課，就算前一個晚上在派對跳舞到

半夜三點，隔天早上8點的課仍然準時到。還有我上課做的筆
記很受歡迎，成為許多同學考試前抄錄的最愛。

���所學�到的專�知識�對�的⼯作�什�
樣的幫助?

圖資系所學習到的專業知識中，對我的工作最有幫助的是

「組織能力」和「尋找高質量資訊的能力」。運用有效情報

的收集和思考組織的能力，能夠幫助我分析問題和做明智的

商業決策。

在�場上是否��到�難�的經驗或挑戰�⼜是
�何⾯對��理?

Ｏtsuka集團旗下全球有169家公司，推展國際製藥資訊系統
的實施和規劃是我最難忘的挑戰和經驗。這個國際策劃案歷

時5年，終於在20個國家實施一致的資訊系統，統合即時的
國際製藥情報，以便公司策略發展和明智決策。這期間我必

須明白各國的文化，才能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耐心與各個國

家的分公司溝通協調、建立信任並取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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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有幾個核心能力特別重要： 
1. 溝通表達能力
2. 領導能力
3. 人脈的建立 
4. 有前瞻性和未來準備 
5. 永遠學習創新的精神

��為在現在�球�⼯作的趨�下��何��
⽽出?

想�對學弟�勉�的話

在圖書資訊學系所學習的資訊專業基礎能力和核心技能可

以廣泛運用在許多產業和相關機構，配合高科技和站在革

新的前鋒，無限的機會正等著你們去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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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良館長在美國工作超過20年，曾任教於多所知名大學
的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深具國際觀，教學經驗豐富，研究

主軸為協助使用者於不同場域中應用資訊通訊科技，並榮

獲許多獎項。他常回臺灣分享美國圖書館事業之最新趨

勢。而近年則是往美國的知名大學圖書館行政工作發展，

其大學圖書館管理實務經驗豐富，熟知美國高等教育發展

策略與方向，並擁有豐富的圖書館理論知識與實務經驗。

陳信良

勇敢面對過去的經歷    無論是成功或是失敗



       圖資系的所有課程都培
養了我計畫和分析的能力，

不只前面提到的分類編目。

就讀圖資系使我們能有系統

性的分析並且組織資料，因

此在資訊檢索與利用時就能

了解資料間的關聯性。我在

上班時就發現圖資系畢業的

我們在邏輯思考能力方面具

有優勢。

      我基本上對所有的課程
都很有興趣，但其中最有興

趣的課是分類編目。當時的

課程規劃是大二、大三上中

文和西文分類編目，大四時

又上了國會標題與分類法，

也因此慢慢增加我對分類編

目的興趣。

�在就讀�

�����

�興�的課

�是�

��為在⼤

學�期影響

⾃⼰��的

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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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輔大的校園印象深刻。我師專畢業
後，白天在小學教書，晚上才在夜間部上

課，而因為輔大校園非常的寬廣，相較於師

專，輔大讓我有一種真的在一所『大學』求

學的感覺，雖然晚了幾年，但我十分享受這

樣的氛圍。

       除此之外，夜間部有許多老師都非常專
業，像是這次同樣獲選傑出系友獎的陳昭珍

老師和曾淑賢老師，還有張慧銖老師和張淳

淳老師，這些老師們都提供我許多幫助。另

外，我曾在高錦雪老師當系主任時，擔任他

的助教，這份工作使我受益良多，我也很珍

惜和老師有這樣的互動機會，因此老師們也

是就學時令我難忘的回憶。

       第一，凡事要有準備，就如同
我先前所說，圖資系畢業的我們有

系統性思考的能力，我也一直提醒

自己永遠要做好準備。當有些事遠

超出我們能準備的範圍，這時就可

以隨時請教別人。我認為面對挑戰

要有開放的態度，要一直鼓勵自

己，並且相信自己。

       像我如今已經在第七個學校教
書，在這些過往的經歷中，我觀察

到持續學習是十分重要的。

�場上是否�

�到�難�的

經驗或挑戰�

⼜是�何⾯對

��理�

⼤學�期�

���刻的

是�

29



　　現在在台灣主要的挑戰是，

我們往往會去學習、仿效其他國

家的一些體制或措施，但卻沒有

深入了解這些體制和措施下的背

景。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文化背

景，因此每個地區的差異性是很

大的，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到每

個決策、服務、措施和其文化背

景是息息相關的。

��為國��

書��哪�趨

�是國��書

�可�學�

的�

       因為我已經有二十幾年不在台灣了，所以或許
比較無法談論這一個問題。但我認為，我們一定要

很積極、主動，永遠都要為了明天做打算，對未來

要有一個期許，並且努力地達到那個目標。

       至於要如何積極呢？就是做事要有計畫，並留
下紀錄，以便將做的事情連結起來。例如在找工作

時，面試碰到主管問起以前做過哪些工作，就可以

有條理的回覆他自己過去的經驗，曾經在那份工作

有什麼樣的規劃和收穫，學習到什麼，如何改進，

都能非常清楚明瞭。

       這也是我給學弟妹們的一點建議，要學習如何
主動積極，面對過去的經歷，無論成功或失敗，都

能從中吸取教訓，不要因為失敗就氣餒放棄。

�國⼤學⽣利

⽤�書�學�

的⽅式��台

灣⼤學⽣是否

�不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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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書�

�書�師

W H O  I S  S H E ?

�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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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輔大開放、自在的氛圍是非常棒的，並且人與人關係密

切，學校對學生也十分關心。最主要的是，在輔大，學生可以像一塊

海綿一樣，吸收各式各樣的知識，而大學圖書館便是如同養分般，提

供學生許多的圖書資料，我覺得很幸運能有這樣的一個圖書館，這也

是我大學時期印象最深的事物。

　　此外，我和七位同學組隊參加了中視的「挑戰」，是當時的一個

益智節目，總共有十次挑戰，我們贏了七次，而且我當時是隊裡唯一

的女生，而這也是我印象十分深刻的回憶。

　　其實我對很多課程都很感興趣，像是中西文編目、國會圖書館分類

法、參考資源等，甚至令很多同學頭痛的中國目錄學，我也非常的有興

趣。

�在就讀�����是否���興�的課���Q1.

��為在⼤學�期影響⾃⼰��的課�是�Q2.

　　中國文化史。當時我雖然有興趣但上課時並沒有非常積極，然

而，這堂課或許就是我考上台大研究所的關鍵。另外，國學導讀也對

我有很深的影響。

Q3. ⼤學�光裡是否�����刻的⼈事物��

陳 昭 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優聘教授兼教務長，曾擔任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長、臺師大圖

書館館長及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事

長。參與各項公共圖書館「數位化」

與「空間改造」計畫，以及推動國小

圖書教師，獲尊稱為「公共圖書館之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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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是什�樣的���發�推動「�書�師」計畫?

　　第一個比較難忘的是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改造。因為原先大

多數圖書館都用各自獨立的系統，而我當時擔任文建會中部辦公室所

組建的輔導團資訊小組中的召集人，提出應該以共用系統為原則，讓

各鄉鎮向縣市買一個通用的大型系統，這樣讀者和館藏的資料都能集

中，也比較方便日後推動通閱。最初引起許多小系統廠商的反彈，所

幸後來都順利解決。

　　第二個就是推動空間改造時，那時鄉鎮公共圖書館比較接近倉庫

的樣貌，大多數人無法想像現代化公共圖書館該是什麼樣的模樣，於

是便推動了許多的計畫，並到各鄉鎮去進行宣傳和推廣，當時的口號

是「讓圖書館像是誠品書店」，也算是提供鄉鎮圖書館一個範例去想

像，是像那樣的一個氛圍。最大的問題在於鄉鎮圖書館態度的改變、

眼光的提高和其他人的配合，才能讓圖書館改造成功。

　　此外，也非常感謝政府的鼎力支持，現在的鄉鎮圖書館才能轉型

的如此順利，成為地方最美的風景。（接續下頁）

　　在關心中小學圖書館前，我首先關心的是公共圖書館的發展。我

大概花了十到二十年的時間，從公共圖書館的自動化系統、網路的建

設、館藏的發展到空間的改造，我都積極地參與其中，也有許多項目

是由我所寫的計劃書去推動。

　　後來，我注意到了閱讀的重要性。閱讀興趣的培養需要從小開

始，而學生需要好的圖書館、圖書老師，才能改變整個學校的閱讀風

氣。

　　台灣第一次參加PIRLS的檢測，當時的成績並不是很理想，在經
過考察了解後，發現許多成績優秀的國家都有很好的圖書教室、中央

圖書館，於是便以此為原因向教育部提出申請並通過後，才開始推動

「圖書教師」這項計畫。

Q4.

Q5. 在�場上是否���難�的經驗或挑戰� ⼜是�何⾯對��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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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數位科技的應用對於未來的公共圖書館會越來越重要。因為

民眾閱讀習慣的改變，在社區裡扮演互動的平台也一樣，實體跟虛擬同

樣重要。

　　就實體來說，圖資系的同學要學習與他人溝通，要擅長去觀察、創

造需求及突破，另外，也要知道讀者的需求，並且要熱愛閱讀。對數位

科技的了解也必須走在前端，才能幫助讀者查詢資料，也一定要懂得如

何分析資訊。

　　因為圖資系的學生是跨領域的，因此統整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是必

備的，這也代表學生的邏輯、觀察、推理、知識等等都要足夠。圖資系

的訓練也正是往這樣的方向發展，因此同學們不應該畫地自限，一定要

隨時挑戰自己，保持彈性。

　　輔大是一個非常好的校園，圖資系更是擁有良好的設備

資源，學弟妹們應該珍惜現在的環境。

　　此外，圖資是一個有各種發展可能的行業，從網路界、

資訊界到各式各樣的圖書館都有圖資系的足跡，學弟妹們可

以多多利用系上和學校的資源，多多嘗試不同的領域，找出

自己興趣所在，並努力朝目標發展。

　　大學真的是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大家可以多加把握，好

好享受！

（接續上頁）另外，在職場上難忘的經驗，就是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

技企劃。我是該企劃早期的策劃者、參與者與推動者，我認為這個企劃

大大地擴大了我的眼界，並且能夠進行跨領域的合作，也深化了相關知

能，這項企劃也算是走在時代的前端，這些經驗都是過去所沒有的，十

分感謝這項計畫中大家的支持與提拔。

Q6.��為�共�書�在未來⼗年會�何變�? ���的學⽣應為�

做�什�樣的準��?

��學�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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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淑賢系友為現任國家圖書館館長兼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大學

畢業後，在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修得碩士及博士，也曾到

美國教堂山北卡羅萊那大學圖書館暨資訊科學研究所進修。

曾獲得108學年度輔仁大學傑出校友、對國家社會有重大貢獻
之傑出公務人員獎。致力於資訊教育、終身教育、閱讀教育及

社會教育方面。推動跨國漢學資源合作及閱讀服務，勇於進行

創新服務，同時提倡及落實環保概念：推動綠建築。帶領團隊

獲得多項服務品質獎。

曾淑賢

���書�⾛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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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不單只講授課本知識及理論的選修科目，例如公共圖

書館和兒童圖書館，比較有興趣也印象深刻。當時教授課程的

老師曾經於國外工作過，會將此經驗帶進課堂，能學習到實務

相關的知識，因此特別感興趣。

　　無法以單一的課程形容影響最深的部分，因為專業的養成

是從各個面向成就的。尤其像圖資這個學門，相對於其他學

科，比較不會限縮於單一層面，必須從各個不同的課程吸收，

才能成就一個完整的專業知識，因此很難用單一的課程形容。

　　老師方面有好幾位，例如人生哲學的的黎建球老師，和心理

學的老師。當時心理學的老師是由來自基隆的神父擔任，因為基

隆常常下雨，老師大多時候都會穿雨鞋、拿雨具，印象特別深

刻。加上老師來自於外系，內容也不同於平常的專業課程，對於

日後讀者服務及職場有很大的幫助，因此印象深刻。

　　此外，因為教學特色，而被學生給予稱呼的老師，也令我印

象特別深刻。例如喬老師，因為上課比較嚴肅加上分數不好拿，

被當時的學生稱為喬判官、喬殺手等。而高錦雪老師，因為常常

在講授專業知識外，也和學生話家常，被學生稱為高媽媽。

Q1 �在就讀�������興�的課�是�

��為在⼤學�期影響⾃⼰��的課�是�

⼤學�期是否�����刻的⼈事物��

Q2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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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上的挑戰非常多，若成功就會有很大成就及滿足，因此

我認為挑戰是成就一部分，而過程中溝通是重要的一環。

　　我剛畢業時，於中山科學研究院圖書館工作，負責資訊選粹

傳播服務，需要根據讀者的興趣檔，主動提供相關研究資料。當

時服務的圖書館主要是支援國內國防武器開發，要面對大量武器

方面的資料，且大多是日文、德文、俄文等外語，如何篩選出讀

者真正需要的資料，非常具有挑戰，需要靠下班後，透過專業期

刊、書籍及講座，充實相關知識。當研究員感謝圖書館時，帶給

我很大的成就感。

　　而在台北市立圖書館工作的時期，因為當時的公共圖書館發

展較低，不論是推動國內第一座漫畫圖書館、國內第一個多元化

中心、國內第一個外文兒童圖書館，都相當具有挑戰性。尤其是

在建設國內第一座綠建築的北投圖書館時，不僅要說服當地的民

眾，也要確保國內的技術能支撐一座多為木造的綠建築圖書館，

過程中都需要溝通。當北投圖書館頻繁地入選世界最美圖書館前

二十五名時，也帶給我很大的成就感。

在�場上是否��到�難�的經驗或挑戰�⼜是�何⾯對

��理��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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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現在有許多課程沒有教科書，學習比較片段化，因此我建議

每個學科都找到一本專書，看完後有完整的概念，才能在考試短

時間內，完整地論述且有條理。此外也要多閱讀專業期刊，了解

圖書館的趨勢，並參考考古題。

　　因為圖書館會受到大環境，特別是科技發展所影響，因此很

難說出趨勢。若以行動載具的普及和資料取得相對容易而言，歐

美正在流行Tourspaces的概念，將圖書館發展為靈感空間、創
作空間、學習空間及相遇空間。讀者透過圖書館的服務及活動，

學習與不同的人或靈感相遇並進行創作，將成果透過圖書館的空

間分享。

�對於未來�書�的發展趨��什�看法�

對於��準���考試的學弟���什�建議�

在訪談的最後，曾館長也勉勵圖資系的學弟妹，她認為圖資

的發展相當的寬廣，因此，要做好每個階段的自己及做好準

備，不要想一步登天，這樣才能獲得機會並成功。此外，要

在激烈的競爭下突出自己，除了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外，創

意相當重要。隨時觀察並吸收周邊相關事物的發展後，內化

成為自身的思想，並活絡思緒，是激發創意很重要的一環。

Q5

Q6



焦淑慧學姊曾在美國Chase Chrysler Jeep公司擔任

Vice President。學姊致力於協助弱勢學生就學，

每年持續捐助清寒助學金回饋系上學生，促成本系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之

設立。同時重視本系學生學習環境，支持本系提出的

「數位學習環境改善計劃」，拋磚引玉，改善本系電

腦教室的空間，提供學生安全的學習環境。

焦淑�

輔大圖資系第四屆系友－畢業40週年返系合影
( 焦淑慧學姐為第一排左邊第二位 )

Thanks  for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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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領域發光發熱　回饋輔仁不遺餘力資訊領域發光發熱　回饋輔仁不遺餘力

鄭時寧
美國輔大基金會董事、輔大醫院經營管理委員

曾擔任美國IBM高級軟體工程師，計劃經理與
品牌經理。

促成「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參與國際論

文發表獎學金」之設立，希望提升國際學術參

與研究能量，吸引更多優秀同學就讀本校。

Q1.�就讀�����是否��別�興�的課���

對所有課程都很好奇，沒有特別偏好某一堂課程。

Q2.��為在⼤學�期影響⾃⼰��的是哪⼀堂課��

在圖資系時，學到了如何找參考資料、作研究報告，對於日

後研究所或是工作上的學術研究有許多幫助。

Q3.當初在�書�學�����對於未來�何規劃�

為什�會�擇朝�訊⽅⾯��學位��

在學校時就已經決定畢業後到美國深造，由於加州矽谷是美

國電腦高科技產業的中心，因此決定改朝向電腦領域學習，

補了許多大學的電腦學分。幸好高中時數學不錯，用考試省

去了許多補數學課學分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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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學�期�沒�什�����刻的⼈事物�

大學時對學校多位修女、神父和教授印象深刻，他們認

真教學，一生奉獻給台灣、奉獻給教育的精神令人感動

和敬佩，也是我日後回饋母校的動力來源。

鄭時寧學姊2010年起受邀擔任美
國基金會董事為學校募款，近年

來也擔任輔大資金發展委員，聆

聽各院院長的願景並給予建議。

同時也受邀擔任輔大醫院管理委

員，提供企業管理經驗，並提供

醫院電腦資訊管理建言，所有職

位皆為無給職，可見學姊為學校

奉獻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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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在�場上是否���難�的經驗或挑戰�⼜是�

何⾯對��理的�?

在職場上因為客戶都是世界五百強的大公司，壓力很大，遇到

問題必須要馬上解決，我的團隊到客戶公司解決問題等於是買

單程機票，問題不解決不能回家😂。所以除了技術要好，和

客戶良好溝通能力也是很重要。

Q6.��為���的學⽣欲���訊�⼯作��在⼤學

�期培�哪�專�或�別的�⼒?

建議圖資學弟妹若想要在職場成為勝利組，以下幾點很重要：

1. 努力學習，爭取好成績。好成績通常就是社會新鮮人的第一
份履歷，一般公司面試者相信好學生至少代表他有學習能力，

將來在職場也較易上手。

2.若有機會能在畢業前先去公司實習、提早瞭解職場環境，也
會有幫助進入理想公司。

3.在學校可以參加社團、學生會活動，訓練自己的組織領導、
報告、溝通能力，對於日後職場會有很多用處，比較容易被指

派作領導職務。

4.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學校即增強自己的外語能力，給自己有
走向世界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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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想�對學弟�勉�的話

我覺得輔大是很棒的學校，輔大圖資是很棒的系。我很感謝自

己有機會在這個專業學識、人文素養並重的教育環境下成長。

我們系上有很多好老師、訓練出很多好學生，同學進入職場也

很有競爭力，不會輸給其他名校的畢業生。

希望學弟妹珍惜人生中學習的黃金時段，好好充實自己。將來

成為社會中堅，事業有成後仍然保有一顆善良的赤子心，回饋

母校與社會、幫助弱勢。期待他日，學長姊以你們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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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鼎銘系友於109年8月開始任職監察院監察委員，也是98學年
度輔仁大學傑出校友學術卓越類的得獎人。他的學經歷相當豐

富，包含曾擔任世新大學校長、教務長、圖書館館長、資訊傳播

學系系主任，推動世新大學各項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方案

與措施，以及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系教授等資歷。

�⿍�

98.12.11輔仁大學全球競爭力系列論壇：
「我的輔大五年」－賴鼎銘教授返校與師長合影 ( 右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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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活動回�



2020開始至今，我們忙著對抗病毒，疫情對於全球的影響甚深，造
成各地的恐慌。在這個動盪的時刻，讓我們透過相機，為抗疫時期

的人事物留下足跡，也透過相機，為全球加油，寄重新開始之寓

意，體現艱困時期的人文關懷。

重� • 從⼼-�影�賽得�作品

46
�⼆�   郭�桓  《曙光》

�⼀�   張采彧  《天�》



�三�  楊斯丞  《嘿 讓我出去》

�四�  林彥碩《巷⼝尬�》

�五�  林彥碩《��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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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back 圖資Day
2 0 1 9年
6⽉24⽇–29⽇

圖書館服務隊—北投道生神學院出隊

6⽉24⽇–30⽇

圖書館服務隊—桃園信義國小出隊

8⽉16⽇

南區迎新茶會－路易莎咖啡台南站前店

8⽉18⽇

中區迎新茶會－春水堂大魯閣新時代店

8⽉19⽇–23⽇

志工教育服務隊—花蓮秀林鄉召會出隊

8⽉29⽇

北區迎新茶會－文開樓2A
透過遊戲交流讓大一新生熟悉系上師

長、同儕與學長姐，同時介紹服務隊、

社團以及系上活動，快速融入圖資大家

庭。

9⽉18⽇

召開第一學期期初系周會

9⽉20⽇

系籃舉辦迎新球賽

9⽉21⽇–22⽇

迎新宿營「迷圖」－桃園埔心農場

兩天一夜的宿營，大一新生體驗了大學氣

氛，在各項遊戲中進行團隊合作並培養默

契，與同儕和學長姐更有凝聚力，在大學

生活能夠在群體中更加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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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系桌舉辦迎新球賽

9⽉27⽇

系排舉辦迎新球賽

9⽉29⽇

SIRLA課程—
網路概論+Windows CMD基本指令

10⽉2⽇

專題演講「檔案學及檔案資訊服務」

邀請林巧敏教授介紹檔案定義、檔案學研

究範圍與檔案資訊服務工作等，使圖資學

生對於檔案學以及國內檔案工作現況有完

整的概念與瞭解。

10⽉6⽇

SIRLA課程—HTML入門
10⽉9⽇

志工教育服務隊課程—LED燈
10⽉13⽇

SIRLA課程—CSS入門
10⽉15⽇

志工教育服務隊課程—條燈

10⽉19⽇

愛閱服務隊—豐年國小出隊

「FUN輕鬆一起樂桌遊」

10⽉21⽇

萬聖晚會—

「法」克「圖」然遇到鬼的「化」

與化學系、法文系一起舉辦的萬聖晚會，

讓同學們體驗國外文化並與外系學生增進

情誼。

10⽉23⽇

志工教育服務隊課程—C++
10⽉27⽇

SIRLA課程—RWD+Bootstrap
10⽉30⽇

職涯演講「公職考試與館員生涯發展」

邀請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推廣股謝其男學

長，分享自身公職考試經驗，讓對於公職

有興趣的同學了解未來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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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7⽇

全球輔大圖資傑出系友大募集

《圖資人才讚出來》

11⽉3⽇

SIRLA課程—
HTML+CSS+ Bootstrap小專案
11⽉11⽇

職涯演講「我的英國留學之路：圍牆內

的秘密」

宋慧筠副教授介紹她在英國留學生活

中，所面對到的文化差異、語言溝通、

社交生活等各式挑戰，以及留學對她的

人生所帶來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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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志工教育服務隊課程—呼吸燈

11⽉16⽇

愛閱服務隊—豐年國小出隊

「認識E學圖書資源」
11⽉20⽇

志工教育服務隊課程—呼吸燈

11⽉24⽇

SIRLA課程—
Javascript介紹及基礎語法
11⽉27⽇

志工教育服務隊課程—療癒燈

11⽉27⽇

制服晚會—「企圖制服你」

穿上制服一起回味高中時光，同時在學

長姐帶領下透過遊戲踏入大學未知的領

域，期許自己在四年裡留下美好的回

憶。

12⽉1⽇

SIRLA課程—
Javascript之HYML DOM操作
12⽉4⽇

志工教育服務隊課程—療癒燈

12⽉6⽇-2020年1⽉15⽇

2020年系友會會長改選
~「圖」Together聚起來 ~

12⽉7⽇

愛閱服務隊—台灣閱讀節出隊



12⽉7⽇

校慶園遊會「圖資茶店」

在寒冷天氣來上一杯鐵觀音奶茶，再配上

烤棉花糖或棉花糖夾心餅乾，絕對是今年

圖資系難忘的滋味。

12⽉8⽇

SIRLA課程—
Javascript進階-Flex Panel Gallery
12⽉11⽇

志工教育服務隊課程—小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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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聖誕舞會—

「音」為愛的心「電」「圖」

與音樂系及電機系聯合舉辦的聖誕舞會，

在歲末年終和外系同學一起回顧今年的點

點滴滴。

12⽉15⽇

SIRLA課程—Python介紹及基礎語法

12⽉18⽇

召開第一學期期末系周會

志工教育服務隊課程—小鋼琴

12⽉19⽇

傑出校友演講─閱讀風氣與閱讀推廣

12⽉22⽇

SIRLA課程—Python基礎語法2
12⽉29⽇

SIRLA課程—Python進階課程

2 0 2 0年

1⽉13⽇–19⽇

圖書館服務隊—桃園信義國小出隊

3⽉11⽇

七系聯合文藝傳教運動會

首次與中文系、歷史系、廣告傳播學

系、影像傳播學系、哲學系、景觀設計

學系聯合舉辦運動會，在繁忙的課業

中，一起揮灑汗水，釋放壓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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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108學年度系烤（因疫情取消舉辦）
4⽉15⽇

跨領域學習說明會

想修習雙主修、輔系或學程的同學們透過

學長姊豐富的經驗分享與建議，能夠更瞭

解不同領域的課程內容，進而規劃自身的

學習方向。

6⽉3⽇

召開第二學期期末系周會

6⽉6⽇

畢業典禮

12⽉

《圖資STYLE》耕書集暨傑出系友特刊
出版

4⽉26⽇

108學年度圖韻獎（因疫情取消舉辦）

4⽉22⽇–30⽇

攝影比賽—「重新·從心」

5⽉11⽇–15⽇

圖資週—「Good 圖 See You」
一年一度圖資系的大活動，透過販賣書籍

與捐贈二手書等活動，推廣閱讀，同時讓

大家更熟悉圖資系。

5⽉20⽇

【圖資50：走過半世紀】系慶晚宴活動
（因疫情延至2021年舉辦，活動方式、
時間及地點待確認後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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