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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論文主要在研究目前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生就業的工作場

域、擔任的職務為何、需要的專業能力有哪些，學校課程是否符合市場的

期待，是以本章將針對圖書館與資訊服務人員專業能力、圖書資訊學碩士

教育、圖書資訊學課程、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就業市場供需研究等四部分進

行相關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圖書館與資訊服務人員專業能力 

一個人的專業能力就是在工作時所必須具備的內在要素或資格，將這

些才能用不同的行為或方式表現在工作場合中，同時也指某方面的知識與

技能，這些知識與技能對於產生關鍵性的成果有決定性的影響力。杜柏伊

斯(David Dubois)認為專業能力培養有五個步驟：(1)進行需求分析、評估與

規劃：瞭解目前面臨的處境。(2)建立能力目錄：規劃並執行研究以辨識勝

任工作的必備能力。(3)課程規劃：提供適當有效率的學習機會。(4)教學設

計與發展：依據不同課程，進行一連串的學習。(5)評鑑：瞭解學習的成效，

針對缺失作未來改進的依據。(註1) 

然而圖書館的角色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了一些轉變，如：從書籍的保

管者到以服務為導向的資訊供應者、從單一媒體到多媒體、從自身的館藏

到無邊界的圖書館、從使用者前往圖書館到圖書館環繞使用者身鞭、從適

時到及時、從自給自足到人力外包、從本地服務到國際服務等。(註2)對於

圖書館員的能力需求，也會隨之而改變。因此，圖書館與資訊服務人員專

業能力研究十分重要，因可藉此瞭解工作場域、職務、專業能力三者的需

求情形。 

一、國外研究 

1986 年，José-Marie Griffiths 與 Donald W. King 出版《圖書資訊學教

育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一
書，即世稱金氏報告。該內容先將資訊時代中資訊專業的工作環境大致描

述，再接著探討資訊專業所需的專業能力，以及在專業人員的教育過程中

工作資格與教育需求配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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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報告首先對能力下一個清楚的定義；「能力係指一個人具備可有效

從事工作的知識、技能與態度。」將能力分為專業能力與一般能力。專業

能力是指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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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著對 100 餘個圖書館與資訊單位進行調查，將圖書館與資訊服

務作業功能劃分 22 大類：(1)圖書資訊徵集、(2)分類與編目、(3)流通與讀

者服務、(4)館藏維護、(5)館際互借、(6)管理、(7)參考服務、(8)期刊管理、

(9)索引典發展與控制、(10)索引與摘要編製、(11)出版品與產品管理、(12)
展覽管理、(13)組織與管理支援、(14)資訊分析與研究、(15)專案管理、(16)
參考服務與二次資料分析、(17)研究、分析與設計、(18)行銷、(19)客戶支

援、(20)參考服務與資訊分析、(21)分類與索引、(22)研究與發展。並將圖

書館與資訊工作能力依工作機能與性質分為下列 12 類：一般性工作、採

訪、編目、流通、讀者服務、館藏維護、館藏互借、索引與摘要、管理、

期刊管理、索引典建置與管制、與參考服務。依照不同的圖書館員層級，

來分專業能力與一般能力，列舉出 8,800 項圖書館與資訊人員專業能力的

說明。(註4) 

Griffiths 依據調查結果提出圖書館與資訊服務的工作知識歸納為：(1)
基本知識：如語言、溝通、計算等；(2)學科知識：如教育、醫學、化學、

法律等；(3)圖書資訊學知識：如資訊的定義、結構與形式；(4)資訊工作環

境知識：資訊社區的參與者及其社會的、經濟的、技術相關連；(5)工作內

容的知識：資訊服務與製作資訊產品的活動；(6)如何工作的知識：如何執

行各種活動、應用技術、利用資料與技術等；(7)組織與服務社區的知識：

使用者的任務、目標、以及使用者需求等。而要能有效執行圖書館與資訊

服務工作需要的技能包括：(1)基本技能：如認知、溝通與分析等；(2)特定

活動技能：參考服務協調、評估檢索成果；(3)其他技能：有效時間管理、

預算與執行計畫案等。執行圖書館與資訊服務工作需注意三種態度：(1)
專業態度：服務機構與使用者相關態度；(2)個人特質；(3)作業、工作與組

織態度。(註5) 

1996 年，Lois Buttlar 與 Rosemary Du Mont 發表〈圖書館與資訊科學

專業能力再探〉(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mpetencies Revisited)論
文，比較 1989 年與 1994 年進行的〈圖書館與資訊科學專業能力〉(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mpetencies)研究，將有些微差異的地方加以更

新，其研究將圖書館員的重要技能分為八類：(1)管理技能；(2)自動化與科

技技能；(3)參考與資訊資源知識；(4)人際溝通技能；(5)傳播技能；(6)參
考晤談與評估能力；(7)選擇與評估能力；(8)技術服務能力等。再依八大類

訂定圖書資訊從業人員應具備的 59 種專業能力清單，分發給 736 位美國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校友以進行調查研究。(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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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調查研究發現，在 59 種專業能力之中，排列在前 10 名的依

序為：(1)各類重要參考問題資訊資源的知識；(2)館藏管理技能；(3)建置

適宜參考晤談；(4)撰寫報告、企畫書、工作手冊、信函的有效溝通能力；

(5)會批判性思考圖書館問題的能力；(6)在團體中會運用人際關係的能力；

(7)選擇評估印刷與非印刷資料；(8)應用合宜原則進行館藏淘汰與清點；(9)
利用口頭溝通進行簡報；(10)發展資訊政策。 

1998 年，Griffiths 發表的〈新世紀資訊專家〉(The New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一文中，再次審視新時代資訊專家應具備的專業能力，認為今

日的資訊專家必須具備問題解決與團隊能力、學習如何學習、且實行持續

改善。除此之外，資訊專家還必須擁有科際知識、與資訊互動及處理資訊，

與瞭解科技學習的重要。其認為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資訊專家成功的特質

有下列五項關鍵能力：(1)面對未知的未來有引導的能力；(2)相互合作；(3)
懂得優先順序與面對變動的目標中維持機敏與彈性；(4)授權；(5)瞭解組

織、工作團隊與工作同仁的核心能力。(註7) 

同年，英國修訂「資訊與圖書館服務國家職業資格標準」(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ervices NVQs Standard，簡稱 ILS NVQs)，國家職業資格是一

種以能力為基礎的資格認定，根據國家標準規定工作崗位上所必備的知識

與技能。依工作性質分為五個層級，依序為：(1)第一級：係指有能力從事

某一範圍的不同工作，大多數工作是日常性與可預知性的；(2)第二級：係

指有能力在不同條件下從事一定範圍內之不同工作，其中一些工作活動是

複雜或非日常性的，而且個人負有一定的責任或有一定的自主，與他人的

合作經常是一種要求；(3)第三級：係指有能力在廣泛的不同條件下從事相

當範圍內之不同工作，其中大多數工作是複雜和非日常性的，個人要負相

當的責任和擁有相當的自主，而且時常要求管理或指導他人；(4)第四級：

係指有能力在廣泛的不同條件下從事相當範圍內複雜、技術或專業性之工

作，個人負有絕對的自主，而且時常對他人的工作和資源的分配負責；(5)
第五級：係指有能力在廣泛而又經常難以預測的各種條件下，應用相當範

圍的基本原理和複雜的技術於工作上，極為強烈的個人自主，經常對他人

的工作和基本的資源分配負有重要的責任，對於分析、診斷、設計、規劃、

執行以至評價皆有所責任。(註8)。 

ILS NVQs 係指資訊與圖書館服務資格標準的書面文件，以功能分析

方式呈現相關的作業技能領域，並附有標準說明各項工作需達到的績效。

例如 2000 年 Level 4 層級標準(Level 4 Standards 2000)所列高級資訊與圖書

館資訊服務人員所需的技能包括：(1)提供使用者檢索與利用資訊；(2)查詢

各種資訊；(3)確認與評估各種需求；(4)管理；(5)使用者服務；(6)財務資

源使用的管理；(7)配合使用者蒐集與處理資訊；(8)館藏管理；(9)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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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10)組織資訊；(11)管理工作報告；(12)研究圖書館服務的利用；(13)
評估需求以規劃與應用在資訊與資料的呈現；(14)發展、維護工作環境與

資訊科技的有效性。(註9) 

1998 年，Sajjad ur Rehman 在〈馬來西亞圖書資訊學專業人員能力定

義與確認〉(Competency Definition and Valid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in Malaysia)一文中，對馬來西亞圖書館與資訊專業人員能力

進行研究，首先邀請圖書館主管與館員確認圖書館與資訊人員應具備的能

力，並強調資訊變遷機制、應用資訊科技、智理能力、與專業實務服務的

相關知識技能。其次，對來自 30 個圖書館的 167 位館長與館員，就一般

性能力、館藏發展、編目、流通、資訊服務、期刊管理等 6 領域，將專業

能力分為知識與技能 2 種，並從公共圖書館、學術圖書館、專門圖書館列

出其對新進圖書館員應具備的知識技能看法。(註10) 

1999 年，美國圖書館學會鑑於圖書資訊學教育方向與圖書館界需求不

甚符合，遂召開專業教育研討會(Congress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探討

專業價值與專業核心能力。其後進一步提出〈圖書館員專業能力草案〉

(Librarian's Competencies Draft)，建議二十一世紀圖書館員需具備的專業能

力，應包括七類能力：(1)知識資源的組織：a.描述規範並提供組織資源的

方法，如分類編目、索引摘要與後設資料；b.發展多樣性工具，以幫助使

用者管理其專門需求；c.評鑑組織系統在資訊資源設定的有效性。(2)資訊

與知識：a.為使用者連接適合資訊；b.說明資訊創造、分佈與使用循環；c.
組合不同的資訊資源以滿足使用者需要；d.說明資訊檢索科技與使用時

機；e.選擇適宜的資訊資源與形式；f.說明資訊保存與維護相關的議題與技

術。(3)服務—連結人與概念：a.保持歡迎的環境與行為。b.具有瞭解使用

者需求的晤談能力。c.分析、評鑑不同使用者的需要，並改善服務。d.能合

作定義與解決使用者的需求。e.有禮貌的傾聽與回應使用者未來的要求。

f.發展資訊產品與系統要站在使用者的角度。g.提供基本的資訊獲得與研究

技巧。h.發展有效地公共關係計畫。i.熟練地依據社會變遷與服務機會來檢

視當地與全球的資訊環境。(4)促進學習：a.應用不同的理論與方法。b.評
估學習需要。c.依據不同需要來設計與發展教育學程。d.選擇適當的傳遞方

法。e.使用適當的科技說明有效的技巧。f.持續適當地評估學習與檢視學

程。(5)管理：a.引導有效的策略與操作計畫、評鑑與行銷過程。b.聘用道

德與合法決策。c.發展與執行必備的資訊政策與步驟。d.實習有效的人力資

源管理。e.激勵、鼓舞、引導他人完成目標。f.熟練人際溝通技術。g.成功

地在有彈性且創造力的組織架構環境中操作。h.提升社區合作網路。i.提升

多樣性的環境。(6)科技能力：a.說明科技與圖書資訊服務的相關性。b.說
明電子資訊科技如何及怎麼影響圖書館服務。c.說明軟硬體處理電子資訊

的命名、原則、應用；d.說明精通資源取用的創造。e.說明相關資訊科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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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的知識。f.說明熟練評估資訊產品的適用性。g.閱讀先進科技的所有功

能與評鑑描述。h.評估圖書資訊學服務使用科技的利益。(7)研究：a.評鑑

研究課題及方法的正確性；b.設計適當的研究課題；c.以資訊為基礎進行問

題解決；d.維持圖書資訊學研究的最新概念等。(註11) 

2000 年，Sajjad ur Rehman 在《資訊專業人員的準備：未來的議程》

(Preparing the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Agenda for the Future)一書中認為能

力研究對於圖書館與資訊服務具有下列的意義：(1)專業能力的定義與確認

可供設計圖書資訊學課程客觀的架構。(2)也可作為圖書資訊學學生申請入

學與畢業要求教育與訓練的指南。(3)作為圖書資訊學課程評鑑的參考。(4)
作為全國圖書館與資訊服務人力資源計劃之基礎。(5)圖書館與資訊服務專

業與非專業之區別，專業能力可作為專業必備要求，可協助人力規劃發展

之參考。(6)各國各類型圖書館、各種工作領域所需知識技能可能不盡相

同，需配合時代需求不斷更新。(註12) 

2002 年，OCLC 以討論群、電子郵件清單對會員圖書館進行調查，發

表一份〈OCLC 圖書館教育與訓練市場需求能力調查報告〉(OCLC Librar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Market Needs Assessment Study)，將圖書館員專業能

力需求分為三類：圖書館標準和實踐、管理能力、資訊科技能力。調查結

果顯示三類排序前五名的能力如下：(1)圖書館標準和實踐：資料庫檢索；

參考服務；編目與資源描述；館際互借與資源分享；期刊控制。(2)管理能

力：關心顧客與品質；溝通與表達技巧；創新與改變；時間管理；行銷與

推廣服務。(3)資訊科技能力：電腦、網路與作業系統；網站發展與設計軟

體；文書處理；掃瞄及數位化設備與提供使用；圖書館自動化系統。(註13) 

同年，Sajjad ur Rehman 等人發表〈從國際觀點探討將能力應用在資訊

研究課程〉(Coverage of Competencies in the Curriculum of Information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論文，對美國、東南亞、與阿拉伯灣

地區 144 位圖書館專業人員與主管實施問卷調查，研究他們對 69 種專業

能力的看法。並歸納成九大類作為規劃課程參考，包括：知識與資訊管理；

社會資訊學；資訊經濟學；資訊資源發展；資訊組織以及資訊資源組織；

資訊服務；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系統與網路科技；網際網路與虛擬圖書館；

資訊組織管理以及人力資源發展等。(註14) 

該研究發現課程中最重要需要培養的專業能力，包括：(1)資訊理論知

識；(2)資訊使用與使用者；(3)資訊社會脈胳；(4)資訊需求；(5)資訊倫理；

(6)資訊資源發展概念與處理；(7)資訊組織與處理；(8)資訊查詢與檢索；(9)
取用服務；(10)自動化與網路科技；(11)網站設計與查詢；(12)研究能力；

(13)規劃與評鑑；(14)人力資源技能；(15)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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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美國專門圖書館學會（Special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SLA）

修訂 1997 年訂定的〈廿一世紀資訊專家應具備的專業能力〉(Competencies 
for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of the 21st Century)，該學會認為專門圖書館資

訊專家應具備三種能力：(1)專業能力:資訊組織管理、資訊資源管理、資訊

服務管理、資訊科技與技術的應用。(2)個人能力：可以有效工作並對機構

貢獻的一系列態度、技能與價值，包括優秀的溝通、展現附加價值與在變

動的環境中保持彈性與樂觀態度等 15 項個人能力。(3)核心能力：資訊專

家可以藉經驗與實務分享對專業知識庫有所貢獻；對專業的卓越表現與倫

理，以及對專業價值與原則有所貢獻。(註15) 

2005 年，Sue Byburgh 提出資訊專家應具備專業能力與個人能力兩

種，其專業能力包括：(1)瞭解知識創造過程與產製知識。(2)以資訊為中心，

而非文件。(3)瞭解各資訊資源使用之法。(4)研究使用者資訊行為。(5)研
究。(6)具備資訊與通訊科技。(7)具備相關法律知識。(8)瞭解資訊在企業

與社會的處理、使用與應用過程。(9)在團體機構與社會傳佈資訊，以避免

資訊超載。(10)以良好資訊支援個人、政府、管理決策。(11)提供資訊採購

及處理成本。(12)釐清資訊擁有者與使用者間的角色與責任。(13)瞭解資訊

的呈現與價值。個人能力包括：(1)解決問題。(2)團隊精神。(3)適應變動

環境。(4)終身學習。(5)學科知識整合。(6)服務保證。(7)人際溝通。(8)富
有彈性。(9)專業倫理。(10)擁有好奇心。(11)批判性思考。(註16) 

二、國內研究 

2001 年，王梅玲進行《廿一世紀我國學術圖書館員應具備的知識與技

能的研究》研究，該研究主要探討廿一世紀我國學術圖書館員應具備的專

業知識與技能以擔負起新世代的挑戰，其研究目的包括：(1)探討資訊新世

紀，現代學術圖書館的任務與角色，以及作業主要功能與範疇；(2)瞭解各

國有關圖書館與資訊人員應具備的知識與技能研究現況；(3)探討圖書館與

資訊人員工作知識與技能的定義、確認、與內涵；(4)界定我國學術圖書館

員應具備的知識與技能；(5)瞭解我國學術圖書館主管與館員對於學術圖書

館員知識技能的看法；(6)提供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規畫的參考。該研究首

先運用焦點團體法去探討現代學術圖書館的功能、角色、與工作範圍，接

著修訂「現代學術圖書館員專業能力清單」，將學術圖書館員應具備的專

業能力列成清單，6 類群，48 項專業能力。6 大類群分別為資訊資源管理、

資訊服務、資訊系統與資訊科技、管理與行政、溝通與人際關係、教學與

學術研究支援等。並以此為規劃問卷之依據，最後向國內 105 所大專校院

圖書館進行問卷調查。(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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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結果指出資訊時代圖書館員的專業核心能力包括：(1)熟諳資訊

檢索技巧與資料庫利用，以提供資訊檢索服務。(2)熟悉與應用各類型的資

訊資源以提供參考服務。(3)熱誠服務與親切態度。(4)期刊管理。(5)電子

資源組織的理論、技術與應用。(6)資訊服務與讀者服務理論應用。(7)圖書

館自動化規劃、系統選擇與使用、管理與維護。(8)了解使用者需求與資訊

行為。(9)配合使用者資訊需求訂定館藏發展與管理政策。(10)提供圖書館

與資訊利用教育。(11)彈性與積極工作態度。(12)配合時代變遷調整資訊服

務。(13)具備館藏發展與管理理論實務。(14)書目控制與敘述編目的理論、

技術與應用。(15)印刷資料、視聽資料與電子資源的選擇與徵集。 

同年，李珮瑜發表〈臺灣地區專門圖書館員專業技能需求之研究〉碩

士論文，該論文主要是探討國內專門圖書館員的專業技能之需求。其以臺

灣地區專門圖書館作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及訪談法，以隨機抽樣

方式抽出三十所圖書館作為訪談對象進行研究。研究結果中指出專門圖書

館館員在專業技能方面，需具備圖書館學基本技能(分類編目、資料採購、

流通閱覽)、管理能力、資訊服務能力、外語能力、各類重要資訊資源的知

識，與專門學科背景。個人技能方面，需具備服務熱忱、耐心、人際關係

能力與溝通技巧等。(註18) 

2002 年，林鳳儀發表〈我國企業圖書館館員核心能力之研究〉碩士論

文，該論文主要是瞭解企業圖書館員於資訊資源、資訊組織、資訊檢索、

資訊技術、資訊服務、管理能力、外語能力、及圖書資訊學專業等八大能

力構面之核心要項為何。其以天下雜誌於 2001 年 5 月份特刊中，國內跨

產業排名前 500 大企業為研究對象，兼採問卷調查之量化研究，與個案訪

談之質性研究方法，針對已設置企業圖書館之資料中心負責人進行問卷調

查，並從三個產業類別中各擇一所企業圖書館進行訪談。研究結果中指出

企業圖書館館員之核心能力可從八大類來看，其中最重要的專業能力包

括：獲取資訊能力、整合各類型資訊能力、網路資源檢索能力、電腦軟體

能力與資料庫管理能力、顧客資訊需求分析能力、溝通、人際能力、英日

外語能力等。(註19) 

2003 年，楊美華進行《新知識時代專門圖書館館員知能探究》研究，

主要是想探討圖書資訊從業人員在專業機構內需要具備什麼樣的知能。其

研究方法是對中國圖書館學會專門圖書館委員會委員與中華圖書資訊館

際合作組織專門圖書館委員會委員進行焦點團體法及問卷調查法，在研究

中將專門圖書館員應具備的專業能力列成八構面，百項專業能力的清單。

八構面分別為溝通與人際關係、個人特質、智能與學習、資訊管理、管理

能力、策略與規劃、資訊科技能力、其他。研究結果指出就圖書資訊從業

人員的核心能力來說，管理能力(行政、溝通及服務等)、專業能力(圖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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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學)、資訊能力(資訊科技、電腦技能)是目前不容忽視的能力。(註20) 

同時歸納出 20 種 e 世代圖書資訊從業人員應加強的專業能力，包括：

(1)多媒體技術；(2)服務行銷；(3)知識管理；(4)後設資料；(5)國際語言能

力；(6)專案管理；(7)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規；(8)資訊行為；(9)資訊儲存

與檢索；(10)電子出版；(11)網站經營；(12)網路與通訊；(13)網路與通訊；

(14)數位典藏；(15)數位參考服務；(16)數位圖書館；(17)數位學習；(18)
學科專長；(19)學術傳播；(20)檔案管理。(註21) 

歸納上述學者之研究發現，現今的圖書資訊學人員要具備的能力主要

可以分為四類：(1)圖書館與資訊服務專業能力；(2)教學與研發能力；(3)
科技與管理能力；(4)個人能力。因此，現今圖書資訊人員所具備的專業能

力，除了本身就應該具有的圖書館專業知識外，加入了資訊科技的使用能

力、行政管理能力，多了與週邊環境互動的概念，不再侷限於單純的技能

而已，此舉擴大圖書資訊人員學習的範圍。 

此外，美國與英國的圖書館學會皆有針對該國的圖書資訊人員做過相

關專業能力調查研究，並針對研究的成果訂定相關的專業能力原則，而國

內的圖書館學會或相關團體目前並未特別訂定圖書資訊人員的專業能

力，而僅有少數學者針對不同類型圖書館作相關研究，對於通盤考量圖書

資訊從業人員專業能力的研究似乎有所欠缺，因此本研究冀望從工作職場

角度來探討現代圖書館與資訊服務人員專業能力，並將從 1999 年美國圖

書館學會〈圖書館員專業能力草案〉(註22)、2001 年王梅玲《廿一世紀我

國學術圖書館員應具備的知識與技能的研究》(註23)與 2003 年專門圖書館

學會〈廿一世紀資訊專家應具備的專業能力〉(註24)之能力清單，依據上

述四類能力加以修改，制訂本研究的工作能力清單。 

第二節 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 

Martha Boaz 曾指出：「圖書館員最理想的條件是每一位既是通才，又

是專才。除獲有文理學科的學士學位，並有圖書館學高級研究學位，以及

至少有另一個專門學科的碩士學位。」(註25)此一觀念充分表現了美國以

碩士教育作為圖書資訊學專業教育理念，也是我國圖書館教育發展的重要

指標。另外，1951 年美國圖書館學會明確的將碩士教育訂為圖書館專業館

員的必備條件，此舉奠定碩士教育為美國圖書館專業教育的地位。以下分

別探討在美國與我國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上重大的發展，並說明現今圖書

資訊學碩士教育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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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威廉生圖書館服務訓練報告(註26) 

1919 年，威廉生受卡內基基金會委託對 1921 年至 1923 年的美國圖書

資訊學教育做調查，於 1923 年而完成此份重要之圖書館文獻《圖書館服

務訓練》(Training for Library Services)，一般稱為「威廉生報告」。該報告

發現當時圖書館學校並未受重視，圖書館學校規模較小，課程簡短，教師

素質不良與缺乏學術著作等缺點，而提出多項建議，奠定美國圖書館專業

教育的基礎。 

威廉生建議包括以下幾點： (1)建議將圖書館工作區分為專業性

(Professional)與事務性(Clerical)，圖書館學校在提供專業性教育，而事務性

訓練只需在圖書館進行。(2)圖書館學校的課程須制訂課程範圍與內容的最

低標準。(3)圖書館專業教育的入學資格需是大學畢業生，將教育層級提升

至研究所層級。(4)圖書館學校應提高教師薪資與地位，以吸引更多有能力

與經驗的優秀人才，且準備豐富的教學資源以支援教學課程。(5)圖書館學

校需要獲得充裕的經費與提供教職員優渥的薪資以維持學校的營運與發

展。(6)提高圖書館學校與學生的專業水準。(7)圖書館專業教育應置於大學

環境之中。(8)圖書館學校第 1 年提供圖書館基本科目之綜合性課程，第 2
年應致力於專門性教育。(9)圖書館學校應開設暑期班、研習班、研討會、

演講、與函授課程以提供館員繼續教育的機會。(10)美國圖書館學會應建

立圖書館員的專業資格檢定制度與訂定圖書館學校標準。 

二、席拉圖書館學教育理論(註27)(註28) 

1972 年，席拉撰寫《圖書館學教育理論》(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一書，此為圖書館學教育理論的經典之作，其闡釋圖書館學

碩士教育之目標主要有二：(1)提供專業教育以培育優秀學生，使其具有圖

書館學研究能力與具備專業圖書館員資格。(2)透過研究與專業活動促進圖

書館實務水準。此目標清楚地揭示碩士教育為專業教育，且兼顧理論與實

務。 

席拉除了建議大學學位為圖書館專業教育之基本要求，並具體提出圖

書館教育的要件，包括以下 14 項要點：(1)使學生了解圖書館在社會傳播

過程中扮演之角色，圖書館歷史發展、與圖書館資料如何成為社會的公器

以及孕育人類文化的歷程。(2)使學生了解與解釋圖書館資料組織之基本理

論與系統，尤其是資料之知識內涵，以及圖書館組織與利用之知識。(3)
使學生了解圖書館的問題與學習研究方法，包括研究方法的選擇與研究成



 

 17

果的評鑑。(4)使學生學習圖書館管理與應用的原則，並配合學生學科背景

使其了解各類型圖書館之管理。(5)使學生掌握圖書館專門性知識。(6)藉由

適當督導、研究計畫、或實習課程，使學生獲得充份的實務經驗。(7)圖書

館學校經由課程講授、課堂討論、及專門活動增加與圖書館專業人員的接

觸。(8)鼓勵學生多與大學其他學系接觸，以避免圖書館學校孤立。(9)圖書

館學校的課程應配合圖書館學知識的進步，並採用新的教學方式，教師與

學生應有良好的互動關係，以分享教學經驗。(10)圖書館學校應配合教學

目標積極從事研究，與探討圖書館學理論基礎。(11)圖書館學校應鼓勵學

生與教師積極參與課程與各項專業活動。(12)圖書館學校應與校友保持聯

絡。(13)圖書館學校應主動積極與其他學系合作。(14)圖書館學校應主動參

與圖書館教育與圖書館界的活動，並注意地方性、全國性、國際性的圖書

館專業責任的發展。 

三、美國圖書館學會圖書資訊學碩士學程認可標準 

美國圖書館學會自 1924 年起定期對美國與加拿大地區的圖書館學碩

士學程教育進行認可與評鑑。其在 1925 年及 1933 年分別公布了「圖書館

學校基本標準」(Minimum Standards for Library Schools)和「圖書館學校基

本需求」(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Library Schools)，兩者都著重在「量」

的標準，而缺乏質的評量。1951 年公布的「1951 年認可標準」(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1951)將碩士學位定為專業圖書館員的最基本要求。(註29) 

為了促進圖書館學教育之發展及教育水準，美國圖書館學會於 1992
年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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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針對圖書

館學與資訊研究的碩士學程教育之任務及目標、課程、教師、學生、行政

管理及經費支援、與硬體資訊及設備等六個層面提出看法，其中說明在專

業學程之教育目標應涵蓋：(1)圖書館學與資訊研究的特質，即研究記錄性

資訊與知識，及促進其管理與利用之活動與技術的一門學科，此學科涵蓋

資訊與知識的創造、溝通、辨識、選擇、採訪、組織、描述、儲存與檢索、

保存、分析、解釋、評估、綜合、傳遞及管理；(2)專業領域中的哲學、原

則及倫理；(3)列舉適用於該專業領域之專門學科，及其相關專業組織中已

確定的政策及文獻；(4)該專業領域之教學價值及服務目的；(5)該專業領域

知識基礎的研究發展之重要性；(6)圖書資訊學對其他學科之重要性；(7)
其他學科對圖書資訊學之重要性；(8)圖書資訊服務在快速變動的多文化、

多種族及多語言下應扮演的角色；(9)面臨急遽變化的科技及全球社會需

求，圖書資訊服務應扮演的角色；(10)各專業學程應配合圖書資訊服務之

需求。(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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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KALIPER 計畫(註31) 

W. K. Kellogg 基金會從 1990 年代中期開始贊助圖書資訊學教育改革

之相關研究，HRISM(Human Resources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為其先導計畫，此計畫預測未來五年的圖書資訊學課程的未來趨勢，包

括：(1)發展寬廣的架構去檢視資訊問題；(2)增加學科的整合；(3)更加強

資訊科技基礎建設；(4)更有效地運用科技來支援課程；(5)課程改革出現；

(6)更有效地施行遠距學習；(7)學程施行方式更有彈性；(8)出現更多以使

用者為中心的課程設計。 

Kellogg 基金會在 1998 年 4 月至 2000 年 4 月期間贊助 KALIPER(the 
Kellogg-ALISE Information Professions and Education Reform Project)計
畫，其目的是在分析圖書資訊學教育課程重大改變之本質與範圍。研究團

隊由來自美國、英國與加拿大共 13 個圖書資訊學系所共同合作組成，由

20 位學者專家分 5 組研究，運用對教員和所長做問卷與訪談、實地參訪、

分析各校行事曆、課程大綱與課程描述、學程的年度報告、美國圖書館學

會認可委員會(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簡稱 COA)報告、學程的自我評

鑑報告，及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Associ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簡稱 ALISE)之統計等各種方式去蒐集資料；且參考各

校資源中心、遠距教學、各校教職員專長等資料，最後提出圖書資訊學課

程的未來六大趨勢：(1)圖書資訊學課程逐漸觸及資訊環境及資訊問題等更

廣的層面；(2)圖書資訊學課程強調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課程為核心；(3)圖書

資訊學校及學程投資及注入更多的資訊科技到其課程之中；(4)圖書資訊學

程提供學生更有彈性的課程；(5)圖書館學校提供不同形式的教學方法；(6)
圖書資訊學校正擴展其學程，並在各學位階段提供更多相關的學位。 

五、我國全國圖書館會議(註32) 

我國歷年來舉行過三次全國圖書館會議，由國家圖書館邀集國內各圖

書館教育工作者、資訊界人士圖書館從業人員及有關之教育、文化行政主

管人員共聚一室，研討當前圖書館各項法令標準，各類型圖書館的職務及

服務制度、資訊網路規劃、圖書館教育及人員任用等問題，共同謀求未來

發展之策略。 

民國 78 年舉行的第二次的全國圖書館會議，是我國圖書資訊碩士教

育的推手。會中有許多與圖書館員養成教育的決議，該內容如下：(1)圖書

館員養成教育應以研究所階段為主，以大學部各科系畢業生為招生對象，

以培養各學科圖書館人才。(2)大學圖書館學系可針對需要，各自分工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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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圖書館人才，避免重覆，形成特色，或考慮形式分組，使學生能有計

畫的選修。(3)大學部圖書館學系及其他學系互相設置輔系或加修雙學位，

以增進其學習領域，具有投考其他學科研究所或自立研究的潛能。(4)師範

院校設置圖書館學系(科、組)以培養中小學圖書館專業人員，充實圖書教

師師資來源。(5)各圖書館系所應重新統合及分化圖書館學系現有科目，規

劃研究所及大學課程，避免重覆，並設計各科教學目的及教學大綱附參考

書目。 

六、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現況 

自 1887 年美國哥倫比亞學院設立第一所圖書館學校以來，美國與加

拿大的各大專院校至今設立圖書資訊學學院、所、系、科約 190 餘所。就

學位的層級而言，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可分為學士、碩士、高級碩士或超

碩士、及博士四級。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是以碩士學程為專業教育，凡是

修習經美國圖書館學會認可的圖書資訊學碩士學程的畢業生，才獲承認具

備專業圖書館員的資格。根據 2005 年統計，經美國圖書館學會認可的學

校，計有美國本土 48 所，波多黎各 1 所，與加拿大 7 所，總共 56 所。(註
33) 

我國從民國 69 年臺灣大學開設我國第一所圖書館學研究所，到現今

民國 94 年以來，目前臺灣共有 9 個大學設有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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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圖書資訊組、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院數位圖

書資訊組碩士在職專班。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我國的圖書資訊學教育已經逐漸從基礎的大學教

育提升至專業的碩士教育，與美國以碩士教育為專業教育的發展趨勢來

看，我國的圖書資訊學教育是越來越成熟了，但仍未有專業的資格認證與

清楚的圖書資訊學發展趨勢規劃，有待更多研究與探討。 

第三節 圖書資訊學課程 

因為資訊科技的發達，圖書資訊學課程必須不斷地改革，才能符合時

代需要，雖然有些課程名稱或內容逐漸地變更，但一些基本科目的內涵，

仍有一定的共識存在。以下將說明美國、英國及臺灣圖書資訊學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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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研究。 

一、美英兩國圖書資訊學課程 

1887 年，杜威在哥倫比亞大學成立的第一所圖書館學校是一個不授予

學位的二年制專修班，其學生大多為在職的圖書館人員，因此教育的方式

採學徒制，只有編目、分類、目錄學、圖書館經營等基本科目，外加幾場

資深館員的專題演講，以解答學生在圖書與圖書館的問題。此外，為了讓

學生親自體驗圖書館的實務工作，每天有 3 小時的圖書館實習。(註34) 

1953 年，芝加哥大學圖書館學研究所召開一項研討會，邀請圖書館教

育與實務專家，就圖書館核心課程問題，舉行為期一週探討。會中除了一

再重申核心課程之必要外，並認為圖書館的基本教育應該包括：(1)圖書館

與社會及其彼此關係之研究。(2)圖書館專業的意義與特性。(3)圖書資料之

解釋、欣賞、評估、選擇與利用。(4)圖書館組織與管理的各種型態與基本

原則。(5)讀者服務的組織與特點。(6)過去與現在傳播的功能與特性之介

紹。(7)研究方法的功能及其應用之介紹。(註35) 

1973 年，藍開斯特(F. W. Lancaster)認為圖書館教育應該要迎合圖書館

自動化的需要，調整其課程結構，因此依據圖書館在資訊社會中扮演的角

色，將資訊科學納入圖書館學研究所的基本課程中，此課程應包括以下四

類：(1)圖書館學導論。(2)核心課程：編目分類、圖書館行政與組織、參考

服務與資源。(3)資訊科學：資訊檢索導論、索引與摘要、資訊檢索之字彙

控制、資訊產品與服務之評估、資訊流通與需要、圖書館自動化導論、系

統分析與程式設計、傳播學在圖書館之應用、科學管理在圖書館之應用、

複印與複製傳遞方法、其他外系的相關科目。(4)其他相關課程：高級分類

編目、兒童文獻、醫學文獻、參考工具書等。(註36) 

1992 年，美國制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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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標準除了界定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的範疇，對於課程的設計有提出

以下重點做為依循的原則來定期檢討與改進，期望可適應未來的變遷：(1)
促進圖書館及資訊專業人員的發展，以期望未來能在服務機構中扮演獨立

的角色；(2)著重相關學科在專業學科之應用；(3)整合科技的理論與應用；

(4)充分反映多文化、多種族及多語言的社會需求；(5)回應快速變動科技及

全球社會的需求；(6)提供專業領域未來發展的方向；(7)致力於提升專業人

員的繼續教育。(註37) 

2002 年，英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學會修訂該國圖書資訊學的〈課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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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程序〉(Procedures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Courses)，此為英國圖書館與資

訊大學部與研究所相關課程的認可標準。其要求圖書資訊學系所課程應涵

蓋圖書館與資訊服務之專業知識，包含 5 個重要領域：(1)發展分析與管理

技能，以應用於資源之徵集、組織、與運用以及提昇圖書館與資訊服務。

(2)掌握社會的資訊需求，如：資訊自由、查禁制度、多元文化與智慧財產

權等。(3)認識圖書館與資訊服務的角色、功能與價值。(4)瞭解資訊的徵集、

製作、組織與傳播。(5)具備實務工作所需的技能。(註38) 

二、臺灣圖書資訊學課程 

1962 年，中國圖書館學會應教育部大學課程修訂委員會之請，對圖書

館教育提出建議，認為圖書館系學生應具備一般學識基礎，一種學科專

長，以及語文根基。並規定圖書館學系必修專業科目 28 學分，普通科目

30 學分。之後課程雖然經過多次修訂，但都趨向減少必修學分，增強選修

科目。(註39) 

1989 年，教育部成立「圖書館事業委員會」，並有鑑於圖書館教育對

圖書館事業的重要性，因此針對圖書館教育的現況與問題進行檢討研究。

該研究採用問卷、座談及文獻分析等方法進行以下八項圖書館教育之問題

研究：(1)當前圖書館教育所面臨的問題；(2)圖書館教育課程改進方案；(3)
圖書館教育師資之培養；(4)圖書館教育層級的提升；(5)圖書館學與資訊科

學整合之途徑；(6)基層圖書館員的具體培養辦法；(7)圖書館員在職訓練實

施方案；(8)現行圖書館員任用相關法規之適切性。(註40) 

在該研究針對「圖書館教育課程改進方案」中，發現當時的核心課程

不夠扎實、缺乏資訊科學相關課程，與實習制度不健全等缺失，依據以上

問題提出以下建議：(1)成立有關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課程研究發展小組，

除了應考慮圖書館與資訊科學本身的發展外，更應致力於本土圖書館與資

訊科學的研究，隨時修訂課程。且應該長期探討圖書館對社會的功能與價

值、圖書館員的角色與責任、資訊環境與資訊需求、新科技在圖書館的應

用、圖書館員與資訊專家應具備的能力等。(2)教育部應賦予大學教育更多

的獨立性，由各系自訂必修及選修課程，建立起各校的特色。(3)訂定一套

圖書館與資訊科學教育標準，並仿照美國的認可制度，委託專業學會定期

進行評鑑。(註41) 

1991 年，黃慕萱撰寫〈我國圖書館學系所必修課程之檢討〉碩士論文，

該研究認為一套好的必修課程，能使學生對這個專業有通盤的瞭解與認

識、訓練學生繼續研究能力，且讓學生的時間發生最大的效用，因此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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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試圖設計一套適合我國圖書館學系所的必修課程。其蒐集中美圖書館學

系及研究所課程，以文獻分析方式，探討其必修課程架構，並採用問卷法

調查「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與會人士對圖書館教育的意

見，總共發送問卷 80 份，回收的有效問卷為 63 份。(註42) 

該研究根據中美圖書館學的必修課程及問卷統計的結果，設計我國圖

書館學大學部與研究所必修課程，詳情如下列：(1)大學部必修課程：圖書

館學概論、資訊科學導論、參考資訊服務與資料、資料組織與控制、圖書

館管理、館藏規劃、電子計算機概論與程式寫作、圖書館自動化、圖書館

實習、視聽資料、研究方法、統計學、第二外國語、傳播學概論、圖書館

作業評估、中國目錄學。(2)研究所的補修與必修課程：a.補修課程：參考

資訊服務與資料、資料組織與控制、館藏規劃、圖書館管理、統計學。b.
必修課程：讀者服務研討、技術服務研討、圖書館行政研討、資訊學研討、

研究設計。 

同年，林淑芬撰寫〈圖書館學系實習課程之探討〉論文，該研究對圖

書館的實習價值與實施方式進行探討研究。該研究對象以臺灣大學、師範

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四所大學圖書館學系(組)之任課老師、大四學

生，以及該四校之圖書館員，採用問卷調查法進行調查研究。(註43)提出

以下建議：(1)寬列實習時間，並授予學分數。(2)配合運用多種實習方式，

擴大實習範圍，提高實習功效。(3)擴大實習場所，讓學生有不同經驗。(4)
建立假期實習制度。(5)分科課程應與實習相互配合。(6)訂定實習工作項目

表，以確保實習內容充實及實習效果。(7)成立負責圖書館實習委員會。(8)
加強實習指導和評鑑。(9)給予實習指導老師和館員適時的補償與尊敬。(10)
配合其他教學方法，提供更多實際經驗。(11)建立學生興趣檔。(12)加強系

圖書館管理，並規劃實習制度。 

1993 年，吳明德發表〈對圖書館學教育課程設計的幾點淺見〉一文，

提到美國圖書館學研究所相繼關閉，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課程。因此，其

從美國圖書館學研究所關閉的經驗對圖書館學課程設計提出一些建言：(1)
確定圖書館學教育目的；(2)課程應反應社會的變化；(3)課程設計應有圖書

館實務界的參與；(4)設計課程時應思考圖書館學專業與其他專業的區分；

(5)重視學生在課程設計中的重要性；(6)應進行課程評鑑，以作為修訂課程

的參考。(註44) 

1994 年，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課程及教學研究發展委員會研擬圖

書資訊學核心課程，分成五大領域，各領域涵蓋的課程為：(1)基礎課程領

域：圖書館學導論、資訊科學導論、電子計算機概論、目錄學、初級統計

學。(2)技術服務領域：館藏發展、編目學、主題分析、非書資料。(3)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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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領域：資訊服務、參考資料、讀者服務、網路資源。(4)資訊科學領域：

圖書館自動化導論、資訊儲存與檢索、資料庫管理、系統分析、通訊與網

路。(5)管理領域：圖書館管理、圖書館行銷。(註45) 

1997 年，李德竹與莊道明發表〈圖書館與資訊科學課程革新之探討〉，

認為圖書資訊學課程的變革，有幾個重要因素，如：圖書館學與資訊傳播

學的關係更密切、圖書館開始與其他服務單位互相競爭、從資訊處理轉變

為知識整理、跨領域或國界的研究合作需求增加。這些都是受到資訊技術

進步的影響。因此圖書館學校未來的課程發展趨勢，應該朝下列幾個方向

進行：(1)定期檢討課程整體的結構，評估課程的內容，調整師資陣容，更

新學習設備。(2)不論核心課程內容是否需維繫一致性，選修課課程發展朝

向多樣性。(3)課程更強調研究與發展，並將理論與實務結合於教學中。(4)
終身學習教育將融入整體課程的發展。(註46)  

1998 年，李德竹發表〈臺灣與美加地區圖書資訊學資訊科學課程之研

究〉一文，其認為圖書資訊學系所課程的設計應隨著社會脈動的變遷而修

訂，但是在修訂的時刻仍需考量：(1)理論與實務並重；(2)社會的需求與要

求；(3)資訊科技之發展趨勢；(4)職業與資訊市場；(5)研究與發展；(6)國
際觀、世界觀等方面。在 1994 年的研究中，李德竹已經將我國的資訊科

學課程分成八大類：(1)電腦與程式設計；(2)資訊需求與尋求行為；(3)資
訊儲存與檢索；(4)資訊系統分析、設計與評估；(5)資訊科學與技術；(6)
圖書館自動化、網路與通訊；(7)資訊政策與管理；(8)資訊社會、倫理與其

他。(註47) 

李德竹將此八類課程與先前 1994 年所研究之課程相較，發現除第一

類「電腦與程式設計」外，其他七類，如「資訊需求與尋求行為」、「資訊

儲存與檢索」、「資訊系統分析、設計與評估」、「資訊科學與技術」、「圖書

館自動化與網路」、「資訊政策與管理」、「資訊杜會、倫理與其他」中增加

如：資訊政策、資訊自動化、智慧財產權、組織與資訊倫理、資訊環境研

究、多媒體、傳播技術、視覺化系統、資訊與檢索自動化與維護研究、知

識基礎系統、資訊與技術基礎建設專題研討，各類專題研究等主題方面，

皆納入資訊科學新增課程。各系所共新增 47 門資訊科學課程，但與歐美

課程相較，我國資訊科學課程項目、內容的完整性及深廣度的設計明顯不

足，尤其碩士班與博士班更為凌亂無目標。 

1999 年，陳雪華等五位學者因為教育部自 85 學年度起取消部定必修

課程之規定，有訂定圖書館與資訊科學共同核心課程之必要，故進行「圖

書館學系核心課程之規劃研究」。該研究首先綜合分析美國、大陸，及國

內圖書資訊學課程相關文獻；其次，參與海峽兩岸第三屆圖書資訊學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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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與大陸專家學者進行圖書資訊學核心課程研討；最後，先自行提

出圖書資訊學核心課程主要領域及各領域的核心課程後，再邀請國內六所

圖書資訊學系所的主任及教師，分別進行團體焦點討論及座談會。(註48) 

其研究的結果建議先以「圖書資訊學導論」為基礎課程，為進入各領

域前的基礎。並將圖書資訊學課程分為五個領域，各領域之內涵及核心課

程如下：(1)資訊與資源領域：內涵為認識各類型資源，如圖書、非書資料、

網路資源等。核心課程為「館藏發展」、「參考資源」。(2)組織與分析領域：

內涵為瞭解資訊組織與分析。核心課程為「主題分析」、「資訊組織」。(3)
使用者與服務領域：內涵為瞭解使用者之認知心理、學習心理、資訊尋求

行為、以及服務之基本理念。核心課程為「讀者研究」、「資訊服務」。(4)
資訊科技與應用領域：內涵為瞭解資訊科技及其應用。核心課程為「資訊

檢索」、「系統分析」、「資訊傳播」、「資訊科技」、「資訊媒體」。(5)系統與

管理領域：內涵為系統的規劃、執行與評估。核心課程為「圖書館管理」、

「系統分析」。 

2001 年開始，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在教育部「大學學術追求卓

越計畫」以提昇大學基礎教育的宗旨之下，規劃一系列培訓圖書資訊學系

學生「資訊科技」、「資訊媒體出版」、「資訊組織與檢索」、「資訊資源與服

務」之專業知識與技能的基礎課程，不僅編撰教學大綱及教材內容，並將

原有的相關課程加以系統化整合。該計畫期許培養具全方位、多樣化資訊

素養之圖書資訊學學生，並養成掌握傳統和未來資訊之生產、傳播、保存

與利用之專才。希冀藉由提升課程的深度與廣度，拓展學生未來專業發展

視野，使其得以進入電腦資訊業、網路服務業、資訊出版業等市場。(註49) 

2002 年，史久莉發表〈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資訊技術課程之研究〉

碩士論文，該論文研究目的是在了解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資訊技術課

程設課現況與問題，以及探討圖書資訊學系所畢業生資訊技術課程學用配

合的差異性，並對資訊技術課程的規劃與設計在學校教育、繼續教育和自

我教育等方面提出建議與參考方向。其以臺灣地區國立大學圖書館具有圖

書資訊學學士(或學士以上)學歷，服務圖書館滿五年以上之館員為研究對

象，發送 327 份「資訊技術課程調查問卷」，回收的有效問卷為 207 份。

經由問卷資料的整理與研析，得到的研究結論如下：(1)圖書館館員學士學

歷在專業認定上略顯不足，進修碩士學位有逐年增高之勢。(2)圖書館員對

資訊技術能力感到不足。(3)圖書館員在學期間所學的資訊技術課程有限、

學校也缺乏完善的資訊環境與設備。(4)資訊專業教師的質與量不足。(5)
圖書資訊學教育應重視正規教育的課程規劃。(6)圖書資訊學系所與館員的

在職教育應加強實習課程，以增進實務操作能力。(7)圖書資訊技術人才應

以在職教育為輔，以增進新知、新技術的加強。(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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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課程設計 

胡述兆在〈圖書館與資訊教育之改進研究報告〉中提到設計課程時應

考慮下列因素：(1)圖書館員應具備的條件；(2)溝通與社區服務；(3)新興

及特殊的領域；(4)實習課程；(5)師資。(註51)由於臺灣的大學部圖書館教

育是依照美國圖書館學碩士階段課程為架構所修改而成的，為了避免課程

上的重覆，研究所許多課程均以探討的方式進行，此即與美國的高級碩士

課程相類似；再者我國圖書館學研究所分為本系報考(圖書館相關科系畢業

者報考)及外系報考，因此外系研究生必須要修補一些大學部基本課程。(註
52)這些都是課程設計應考量的因素之一。 

因此，從研究所課程規劃中可看出碩士生未來的學習藍圖，如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將該所課程分為三類：(1)個人資訊行為研究：以

培育各級學校及終身學習有關資訊素養教師，並為未來高級研究準備。(2)
培養圖書資訊服務機構和學習中心經營人才：以培養圖書資訊服務機構管

理階層人才為主。(3)培育資訊社會學研究人才：作為高級資訊政策人才培

育重鎮，並為博士學術研究能力奠基。(註53) 

課程設計除應按照學科課程設置目標與目的外，更應訓練資訊專業工

作者具有技巧、態度和知識的條件及高度能力。(註54)教育是百年大計，

課程即為教育的骨幹，若課程不能順應時代演變而加以變革，仍舊維持著

過去的一些觀念想法，不肯接受新的思維，則這棵百年大樹很快就會崩

塌。從上所述，發現圖書資訊學課程雖然加入了許多資訊科學課程，但是

圖書資訊學系所的基本專業課程，如：圖書資訊學、資訊組織與參考資源

仍舊為重要的根基。因此對於圖書資訊學的課程改革應持一種開放的心胸

去廣納意見，不必害怕傳統的基礎架構會被取代，另外，課程的內容架構

是需要長期與持續關注的議題，必須有一組織來持續的推動與研究。 

第四節 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市場供需研究 

圖書資訊學教育係專業教育，為圖書館與資訊服務培育人才，因此和

圖書館、資訊服務及資訊機構的人力需求息息相關，美國、英國早自 1970 
年代開始，即著手圖書館與資訊服務人力資源的政策制訂和市場調查，並

提供圖書館與資訊科學教育的參考及規劃。 

傳統圖書館與資訊服務的就業市場一般以國家圖書館、公共圖書館、

專門圖書館、資料與資訊中心、學校圖書館、大專院校圖書館為主，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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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圖書館員與資訊專家，或是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師以及研究人員。然而

由於資訊科技的大量應用，使得圖書資訊學教育與訓練除了傳統圖書館知

識與技能外，還需要電腦、通訊、網路、與媒體知識與技能的培育，也間

接擴大了圖書館與資訊服務的就業市場，朝向多元化市場發展。(註55) 

1970 年 6 月，美國圖書館學會圖書館教育組(Office for Library 
Education)擬訂了〈圖書館教育與人力資源〉 (Library Education and 
Manpower)政策。該政策係由亞謝姆(Lester Asheim)主持，經訪問圖書館教

育界人士並調查各類型圖書館後而研擬，其目的是調整圖書館職位，使不

同資格者均充分發揮其才能，並建立適當的升遷管道，便於圖書館有效運

用人力資源。該項政策主張：圖書館須有專業人員及輔助人員才能達成其

目的。此外，並明訂碩士學位為圖書館專業人員必須具備的基本資格，同

時強調考試制度尚未建立之前，學位為唯一決定專業資格最適當之方式。

(註56) 

上述政策在 2002 年由美國圖書館學會圖書館職業生涯工作小組

(Library Career Pathways Taskforce)加以修訂，除了修訂政策名稱為〈圖書

館與資訊研究及人力資源利用〉(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Utilization)，並作了以下修正：(1)將圖書館變更為圖

書館與資訊研究，並包括各類圖書館專家的職稱。(2)重新界定圖書館與資

訊研究的範圍，並說明圖書館從業人員與專家的分類、應具備的技能與資

格。(3)肯定非專業圖書館員對圖書館專業的貢獻與參與。(4)鼓勵具有人

文、科學、社會科學等其他領域背景的專家加入圖書館的團隊。(註57) 

1983 年，范豪斯(Nancy A. Van House)進行圖書館人力資源供給與需求

的研究，期望可以提供資訊給政府決策單位與圖書館學校，以降低供給與

需求之間的差異。該研究採取兩種問卷方式，一是圖書館供給教育，另一

個為市場需求問卷；前者針對美國 1977, 1978-1980, 1981 年期間畢業於 275
所圖書館學系畢業生的就業狀況調查，後者則從 43,600 所美國圖書館中抽

取 2,335 所來進行調查。(註58) 

其研究發現：(1)1980 年代美國圖書館界就業市場狀況，要比 1970 年

代改善。(2)圖書館員人數與圖書館職位數量之間算是平衡，但單就各類型

的圖書館來看，大學與學術圖書館的職位明顯變少，公共與學校圖書館的

職位相較之下比較多。(3)圖書館學系畢業生的工作機會大多來自於離職的

館員，而不是新增的職缺。(4)畢業生分佈在各類型圖書館的情況為學校圖

書館 48％，公共圖書館 23％，大學(學術)圖書館 15％，專門圖書館 14％。

(5)以 1981 年為例，在 2,300 為新就任的圖書館員中，有 34％為剛畢業的

圖書館所學生，44％為現職館員更換工作，22％為從其他行業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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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年，金氏報告將圖書館與資訊專業市場歸納為 12 種：學術圖書

館、公共圖書館、學校圖書館、專門圖書館、資料庫製作者、資料庫發行

與服務、資訊中心與交換中心、紀錄與資訊管理師、檔案/博物館與特種館

藏、資訊分析中心、資訊服務公司、圖書館自動化供應商等。(註59) 

1987 年，摩爾主持一項圖書館員與資訊人員人力資源研究，提出〈圖

書館員與資訊人員新興市場〉(The Emerging Markets for Librarians and 
Information Workers)報告，檢討了圖書館員與資訊人員人力需求，引起圖

書館、資訊服務界與圖書館教育界的重視。摩爾在報告中指出因為資訊社

會的來臨，產生許多新的資訊行業，而形成了新興市場。新興市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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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經費緊縮，就業市場競爭激烈，

使得英國圖書館與資訊科學系所畢業生就業因難，所以鼓勵圖書館與資訊

科學系所學生朝新興市場發展。但這些畢業生因為缺乏知識與技能，很難

符合新興市場的工作要求，尤其在電腦、統計、新聞學、公共關係與人際

溝通方面，故摩爾建議圖書館與資訊科學系所，應重新檢討和規畫課程，

培育學生具備適當的知識與技能，以符合新興市場的需要。此報告引起英

國圖書館與資訊服務界及教育界的討論和反思，也促成日後圖書館與資訊

科學教育的課程改變與組織重整行動。(註60) 

同年，安傑爾(Carolyn Angell)也進行〈新科技對資訊專業人員與資訊

服務需求之影響〉(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on the Labour Market and 
Demands for Information Services)報告，其主要是探討新的資訊傳播科技對

資訊需求，及資訊專業人員就業與訓練的影響，藉此瞭解未來 5-10 年間對

資訊工作者需求狀況。該報告認為以資訊為核心的職業會越來越多，同時

新科技應用的範圍也會越來越廣，如：資訊的蒐集、儲存、操作、檢索、

轉換與散佈等。其預測在 1995 年會聘請比 1981 年還多約 130 萬人從事相

關資訊內容服務，因此建議學校應加強學生在科技實際演練、個人溝通技

巧、與管理訓練等，以應付未來對資訊專業人員的需求。(註61) 

1999 年，摩爾研究將現代資訊社會重要的資訊行業，分別從資訊內容

業、資訊傳遞業、資訊處理業等三方面分析，列舉出下列 13 類：(1)圖書

館與資訊服務；(2)文字資料出版者與提供者；(3)視聽資料製作者與提供

者；(4)教育提供者；(5)博物館/美術館與檔案館；(6)社區型資訊與諮詢服

務；(7)政府資訊；(8)研究與管理諮詢；(9)通訊提供者；(1O)Internet 服務

提供者；(11)硬體提供者；(12)軟體提供者；(13)電腦服務提供者等。摩爾

並指出這些資訊業與圖書館與資訊服務相互關連，並且亟需統整與密切合

作。(註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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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年，林秋燕撰寫〈我國圖書館學系科畢業生就業情形之研究〉碩

士論文，探討我國圖書館學系科畢業生就業狀況、工作滿意程度及學用配

合情形，其研究對象以臺大圖書館學系、師大社會教育學系圖書館學組、

輔大圖書館學系、淡江教育資料科學系、世新圖書資料科等五校畢業學生

為問卷調查的範圍，對象則是採以抽樣的方式，以民國 73-74 年畢業的男

生與 75-77 年的女生為研究對象，共 1,271 人，有效問卷為 598 份。(註63) 

其研究的結果發現：(1)我國圖書館學系科畢業生之就業情形較其他大

專院校系科畢業生平均就業率為佳。(2)從事本行之畢業生，以任職於專門

圖書館暨資料單位、大學暨學院圖書館及公共圖書館居多，工作性質則以

分類編目、一人圖書室(或小型圖書室)及典藏閱覽居多。(3)整體畢業生工

作滿意程度僅達尚可程度。(4)對學校圖書館專業課程和滿意程度為尚可。

依據這些結果其建議圖書館學校要有效輔導畢業生就業、協助建立自我肯

定的價值觀、建立畢業生追蹤調查制度、加強專業課程與實習經驗、開設

畢業校友之繼續教育、與建立圖書館學界及實務界的溝通。 

1997 年，楊美華進行〈高級圖書館人才的生涯發展與人力之運用研

究〉，該研究是為了瞭解現階段臺灣地區擁有高級圖書館學位人才的就業

情況，及其對圖書館學專業教育的看法。研究對象以擁有圖書館學碩士學

位的人為主，包括在國外獲得碩士學位的人，共有 437 人。先以歷史文獻

法追蹤臺灣地區獲有圖書館學高等學位的人才名單，繼以問卷調查法、統

計分析法,描述圖書館學博碩士就業的情況、工作滿意度、工作困擾、生涯

投注感及其對圖書館學教育的看法。(註64) 

該研究結果顯示，圖書館學碩士有 82%的人從事圖書館相關的行業，

以服務於大專院校圖書館的最多，且認為最好的出路是講師兼圖書館行

政，對圖書館學教育應該加強的知能，以網路資源、資訊檢索、參考諮詢

等最為迫切。整體而言，對目前的工作傾向於滿意，除了工作量太重、缺

乏生涯發展的前瞻性，工作困擾普遍不大。其建議圖書館系畢業人士具有

學科背景、繼續攻讀電腦方面的學位與鼓勵找尋其他與圖書館相關的工

作。 

1998 年，胡歐蘭進行〈我國圖書資訊人力資源現況之調查研究

(I)(II)〉，該研究探討國內圖書館、博物館、檔案管理單位等人力資源的管

理現況及未來需求，包括工作型態、組織型態、人員編制等，並研究這三

個單位人力資源重整的可行性。其採用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其問卷

調查是採用抽樣，以圖書館為例，其以活動力較強的國家圖書館、公共圖

書館、大專院校圖書館及高中高職圖書館為主要研究對象。(註65) 



 

 29

該研究發現，各單位機構都有缺乏圖書館專業人員與電腦技術人員，

但是不同類型圖書館需要的人員比例不一，有的單位機構還需要具備學科

背景的人。這表示我國的人員運用制度與組織編制不健全，導致在人員進

用方法、人力資源需求，與人員流動的現象都發生了問題。其建議應有相

關圖書資訊業法案訂定、全盤規劃整體圖書資訊教育政策、圖書資訊專業

人員任用制度彈性化、單位主管重視人力資源、規劃圖書資訊在職教育。 

由於資訊科技大量運用，圖書資訊學就業市場已不同於以往，除了圖

書館與資訊中心之外，也在電腦與通訊業、網路科技管理、資訊媒體內容

業、資訊傳遞業、資訊處理業等相關行業開拓了圖書館與資訊服務的新興

市場，擴大畢業生就業通路。也就因為如此，圖書資訊學的教育與訓練也

應依人力市場需求重新檢討與規劃學校的教學、課程與研究方向。國外的

研究顯示有新興市場的出現，但是國內是否有新興市場的出現，從我國相

關畢業生就業市場現況調查發現，大部分的畢業生依舊從事圖書館工作，

僅有少數部分從事圖書館相關行業，似乎我國的新興市場尚未開始發展，

但進入 21 世紀後，是否有一些轉變，則就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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