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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圖書館是重要社會機構，其原來任務是保存人類的記錄與文化，如今

成為社會的資訊服務與教育的機構。近百年來，更發展成為重要的專業。

專業係指具備下列要件之職業：(1)必須奠基於博雅教育基礎之上；(2)需要

由專門學校提供長時間之訓練；(3)涵蓋一套比技能更為重要的有組織條理

之知識體系；(4)不僅需作研究調查，尚要將專業應用於實務工作之中；(5)
為社會提供服務比獲得經費收入更為重要；(6)關心人類社會之需求；(7)
藉由倫理守則以規範其會員行為；(8)組織全國性社團或專業學會以代表該

專業；(9)專業人員之工作勞心甚於勞力。(註1)由於圖書館符合上述要件，

是為專業。 

培養圖書館人員需繫賴教育，圖書館教育從 1887年杜威(Melvil Dewey)
在美國哥倫比亞大學創辦第一所圖書館學校以來，已經有百餘年歷史。透

過圖書館學校各種學程的建立，逐漸地將圖書館學提升到專業學科領域。 

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蓬勃，早期是採學徒制，直到杜威創設圖書

館學院，開啟正規教育之端。1919 年 4 月卡內基公司委託威廉生調查當時

圖書館學校的教育現況，針對其教育的方式提出檢討及建言，其建議圖書

館教育應定位在專業教育，以具有學科背景的大學生為招生對象，專門施

以研究所教育，此舉奠定了現代圖書館教育的基礎。因此，1923 年芝加哥

大學創設圖書館學研究所，將杜威時代以技術教育為導向的型態轉化為專

業與研究的型態，將一股研究學術發展的新力量注入至圖書館教育。(註2) 

由上可知，美國的圖書資訊學教育開始以大學畢業生、有學科專長的

學生為招收對象。這是因為具有學士學位的碩士生在大學時有學科主修或

副修科目，具有學科專長，再經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專業學程之培育，其到

圖書館或資訊中心服務時，具備某一學科之背景與專業能力，可以對讀者

提供專業服務。(註3)席拉(Jesse Shera)就曾說明圖書館學碩士教育之目標有

二：一為提供專業教育，培植優秀學生，俾其在圖書館學領域中有研究能

力並具備專業圖書館員資格；二為藉研究與專業活動以提升圖書館實務水

準。(註4) 

1948 年，美國圖書館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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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圖書資訊學教育做了一些決定：(1)將碩士學位定為專業教育；(2)專業圖

書館教育應只在研究所階段提供；(3)應提供博士教育學程；(4)課程內涵需

廣泛而基礎，且有某種程度的專長。1951 年，圖書館教育委員會、美國圖

書館學校學會及美國圖書館學會圖書館教育組制定認可標準，明定碩士學

位是圖書館新進館員入館條件。(註5)1972 年並加以修訂為「1972 年認可

標準」(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1972)，並時常修訂。 

1980 年代開始由於資訊科學影響，圖書館學開始改名為圖書館學與資

訊科學。1992 年，美國圖書館學會修訂〈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認可

標準〉(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1992)，並將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界定為係指紀錄性資訊

與知識，及便於其管理與利用之服務與技術的一門學科，涵蓋資訊與知識

之創造、溝通、辨識、選擇、徵集、組織與描述、儲存與檢索、保存、分

析、解釋、評估、綜合、傳播與管理等。(註6)使圖書館主體開始轉向「資

訊的研究與應用」，此舉不僅為資訊科學與圖書館學相結合的開端，同時

也是圖書資訊學教育重要的里程碑。 

回顧臺灣的圖書館學教育，其始於民國 44 年，臺灣師範大學在社會

教育學系設立圖書館學組。獨立成為學系，則是到民國 50 年，臺灣大學

圖書館學系成立；其後陸續有淡江大學、輔仁大學、世新大學、玄奘大學

等校建立。在研究所方面，雖然民國 54 年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下設

有圖書文物組，不過仍以民國 69 年臺灣大學成立圖書館學研究所碩士班，

為我國第一個圖書館學碩士學程。之後因應時代的需要，於民國 78 年，

臺灣大學成立圖書館學研究所博士班。(註7)由此可見臺灣圖書館教育體系

健全，從大學部、研究所與博士班皆具備提供各個不同階段的養成教育，

以供應不同市場的需求。 

隨著美國將圖書館學校改名為圖書館與資訊科學，臺灣的圖書館學校

也在民國 82 年時，由輔仁大學依據「以圖書館學為體，資訊科學為用」

理念率先改名為圖書資訊學系，其後淡江大學改名為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政治大學改為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世新大學為資訊傳播學系，其他

各校都陸續地改名為圖書資訊學系。然而世新大學改名之後，其發展方向

逐漸走向傳播領域。 

圖書資訊學校改名了，說明資訊科學與科技對圖書館發生重大影響。

摩爾(Nick Moore)在 1987 年進行《圖書館員與資訊人員新興市場》(The 
Emerging Markets for Librarians and Information Workers)，報告中說明新科

技與資訊社會的出現，產生了許多與圖書館相關的資訊產業，如：資訊研

究、索引與摘要、資訊管理等相關就業市場，是為「新興市場」(Em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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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由於原有的就業市場競爭激烈，促使圖書資訊學畢業的學生朝新

興市場發展，但畢業生所學的不見得能符合新興市場的需求，該研究不僅

檢討了圖書館員與資訊人員人力需求，且建議圖書資訊學系所應要重新規

劃課程，以培育學生具備適當的知識與技能以符合新興市場的需要。(註8)
這表示在資訊科技的時代裡，圖書資訊學教育內涵應有所改變，不應再侷

限圖書館內部的運作，應將部份的重點放在學習者的身上，如此教育出來

的畢業生，將不會受限於圖書館環境，以及遲緩應變的能力。 

美國以美國圖書館學會認可學校的圖書資訊學碩士生自動取得專業

館員資格，所以碩士教育為圖書資訊學專業教育。我國目前有圖書資訊學

碩士班 8 校，包括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

學研究所、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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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世新

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數位圖書資訊

組。但這些學校所培養出來的學生是否符合目前圖書館與資訊服務市場的

需求，則有待進一步探討。 

圖書資訊學教育的本質與範疇，深受社會和環境影響，故在面對資訊

科技快速成長的潮流中，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目標和宗旨、市場供需的調

整、雇主與學生的需要都會受到影響產生變化，要如何因應資訊科學的新

潮流，將教學目標與課程內容予以合宜的調整，是目前圖書資訊學界所需

要努力的方向。(註9) 

圖書館教育的成效不能單以碩士生在圖書館服務的人數作為評估依

據，但越來越多的學生對於相關的資訊服務產業產生相當的興趣。而想要

瞭解教育成效，最常用的評估方法是對畢業生進行追蹤調查，以瞭解學生

就業情形，並評估課程內容與教學方針是否符合所需。由於社會快速的變

遷，負責培育人才的教育機構，更需要定期的做畢業生調查研究，以保持

教育的有效性與適切性。社會學家也認為職業的變動性研究，可以輔助各

學門的發展及各類人力資源的規劃。(註10) 

我國的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有 25 年歷史，對於這些進入職場的專業

人才，其畢業之後進入的工作場域類型、擔負的職務內容、以及需要的專

業能力究竟有哪些，這些能力是否在其出社會時就已經具備了，對於培育

專業人才的學校機構而言，應該要瞭解學生畢業的狀況。然而我國針對圖

書資訊學就業市場人力的相關研究較少，僅有 1990 年林秋燕的〈我國圖

書館學系科畢業生就業情形之研究〉、1997 年楊美華的〈高級圖書館人才

的生涯發展與人力之運用研究〉、1998 年胡歐蘭的〈我國圖書資訊人力資

源現況之調查研究(I)(II)〉，以上研究較重調查大學生就業市場、碩士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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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及就業市場之需求，並且年代已久，就經過我國碩士教育洗禮的

專業人士的就業市場與需要能力尚待研究。 

對於圖書資訊學人員的專業能力部分研究，多屬於單一類型圖書館，

如：2001 年王梅玲的〈廿一世紀我國學術圖書館館員應具備的知識與技能

的研究〉、2001 年李珮瑜的〈臺灣地區專門圖書館專業技能需求之研究〉、

2002 年林鳳儀的〈我國企業圖書館館員核心能力之研究〉，與 2003 年楊美

華的〈新知識時代專門圖書館員知能探究〉等，未針對圖書館與資訊服務

職場職務所要求專業能力做研究。 

為了讓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的碩士生在進入就業市場前做好準備，企業

主在徵選人才時可以適才適用，以及考量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為培育人才的

搖籃，期望透過本論文得知我國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就業現況，在圖書

館就業市場是否產生新興市場？工作需要什麼能力？以及學校教育是否

已預備妥當，並作為之後圖書資訊研究所課程規劃的參考，此即為本論文

研究之主要動機。基於研究所限，本論文以圖書資訊學主體的六所學校為

主，包括：(1)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2)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3)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4)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5)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研究所；(6)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論文主要目的在於瞭解臺灣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生就業現況，透

過對碩士生的就業職場現況與能力需求之分析，以瞭解圖書資訊學教育的

供應與圖書館界就業需求是否有落差。 
具體而言，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生就業現況。 
2. 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生就業是否出現新興市場？若

有，是什麼樣的新興市場？ 
3. 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生工作職務與能力需求。 
4. 瞭解我國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課程現況。 
5. 比較我國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課程與市場需求是否有差距。 
6. 提供我國未來碩士課程發展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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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題陳述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生為例，從圖書資訊學教育

的角度來探討目前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生投入職場的狀況，擬

針對上述研究目的，進行以下問題探討： 
1. 我國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生的就業市場是否以圖書館為主要領

域？是否產生新興市場？即跨到其他領域，如資訊界、出版界、商

業界？ 
2. 就碩士生擔任的工作職稱、工作內容來分析該職位所需具備的專業

能力為何？欠缺哪些專業能力？ 
3. 目前各校圖書資訊學研究所開設的課程類型為何？各校課程是否

符合市場需求？ 
4. 從圖書資訊學研究所開設的課程來探討是否提供足夠的專業能力

養成？若沒有，是否需要開設新課程？ 

第四節 名詞解釋 

1. 專業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 

係為專業提供之教育與訓練，具體而言是指從專業學校接受專業教

育，而使得專業得以保存、累積、傳播、與擴展其經驗，並保證該專業不

斷地適合社會目的與配合社會之需要。一般專業學校具備下列功能：(1)
組織專業知識，藉由整合性課程將有組織系統之知識傳授給學生；(2)選擇

與訓練學生；(3)進行研究；(4)提供繼續教育與提升專業水準。(註11) 

2. 圖書資訊學(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圖書資訊學全稱為圖書館與資訊科學，依據美國圖書館學會在 1992
年〈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認可標準〉(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1992)對圖書館與資訊

研究定義，係指紀錄性資訊與知識，及便於其管理與利用之服務與技術的

一門學科，涵蓋資訊與知識之創造、溝通、辨識、選擇、徵集、組織與描

述、儲存與檢索、保存、分析、解釋、評估、綜合、傳播與管理等。(註12) 

3. 圖書資訊學教育(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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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圖書館與資訊服務專業人員的養成教育，專為圖書館與資訊服務

專業提供教育與訓練，目的在培養具備圖書館與資訊服務所需的知識與技

能的專業合格人員，俾其勝任專業工作。(註13) 

4. 碩士教育(Master’s Degree Program) 

碩士教育係針對受過大學通才教育之學士，再施與圖書館與資訊科學

碩士學程教育，使其具備專業圖書館員之條件，以適合擔當圖書館專業工

作。碩士教育所獲得圖書資訊學專業學位，一般稱為碩士學位。(註14) 

5. 專業能力(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José-Marie Griffiths 和 Donald W. King 定義能力係指一個人具備可有

效從事工作的知識、技能與態度，並分為兩類，即專業能力與一般能力。

專業能力是指學科領域的特有能力，如圖書館的分類編目、資訊檢索與參

考服務等；一般能力則是指可廣泛應用在各領域的能力，如行政與管理能

力。(註15) 

6. 新興市場(Emerging Markets) 

根據摩爾研究，對於圖書資訊學畢業生就業市場而言，新興市場係指

在國家圖書館、公共圖書館、專門圖書館、資料與資訊中心、學校圖書館、

大專院校圖書館等傳統圖書館以外的就業市場，如：資訊工作、資訊研究、

資訊科技、索引與摘要、資訊業服務、顧問公司、公共關係、管理資訊及

記錄管理工作。(註16) 

7. 人力資源發展(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人力資源發展主要包括人員的招募、遴選、工作行為考核、工作福利、

與薪資勞資關係、員工訓練、安全衛生等。其強調人與組織的學習與發展，

涵蓋範圍包括訓練與發展、組織發展、生涯發展等三方向。(註17) 

註  釋
                                                 
 
 
註1 王梅玲，英美圖書館與資訊科學碩士教育之比較研究(臺北市：漢美，

民 86 年)，頁 1-2。 
註2 王梅玲，英美與亞太地區圖書資訊學教育(臺北市：文華，民 94)，頁

1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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