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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共舉行 4 場焦點團體討論會，參與者對會前所擬定之圖書資訊

學教育指南芻議進行討論，本章針對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草案建構之研究

結果，提出綜合結論與相關建議，內容包括(1)英美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制

度；(2)英美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指南要件與內涵；(3)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

適用範圍；(4)圖書資訊學學門歸屬；(5)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草案；(6)圖
書資訊學教育評鑑制度。礙於時間、人力與經費之限制，無法就相關層面

進行更深入的探討與研究，謹提供本次研究之成果，以為後續研究者參考。 

第一節  結論 

一、英美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制度 

美國之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制度為學程認可制，主要由美國圖書館學

會認可委員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 簡
稱 ALA COA)負責，自 1925 年美國圖書館學會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簡稱 BEL)制定<圖書館學校最低標準> 
(Minimum Standards for Library Schools)至今，已發展相當完善的認可制度

與程序標準。「認可制度」是透過非政府組織進行評鑑，審查教育機構或

專業學程是否符合既定標準，給予合格證明；主要目的在保障社會大眾利

益，並提供教師教學方向，以確認各學程的教育品質，促進專業教育發展。

凡取得美國圖書館學會認可學校之碩士學位者，即取得專業人員資格。 

英國之圖書資訊學教育認可主要由英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學會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簡稱 CILIP)或品

質保證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簡稱 QAA)負責。英國之圖書資訊學

教育課程認可制度起源可追溯至 1966 年由英國圖書館學會(Library 
Association, 簡稱 LA)授權圖書館學校舉行考試前，由評鑑委員會進行訪視

評鑑；1985 年，英國正式取消實施近百年的專業圖書館員資格檢定考試，

改由英國圖書館學會對各校課程進行認可，使學生獲得圖書館與資訊服務

專業資格。1998 年英國圖書館學會(LA)與資訊科學家學會(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tists)決定合併其認可活動，由圖書館與資訊專業學會

(CILIP)負責，主要透過對課程的認可，維護圖書資訊學教育品質。 

英國品質保證局(QAA) 於 1997 年成立，取代 1992 年成立之「高等教

育品質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mmittee, 簡稱 HEQC)，負責英

格蘭、北愛爾蘭、威爾斯三地區撥款委員會下的所有高等教育機構的教學

評量，主要透過與各學科專業學會之合作，協助各學術社群建立標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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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藉由將各學科中性質相近之標竿加以統整結合，作為學科標竿化之重

要工具，提供教育品質保證。 

相較於英美所實施之系統化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臺灣由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統一對各學門進行評鑑；臺灣之高等教育評鑑主要以學門為分類單

位，全國公私立大學院校系所共分為 47 個學門，以因應大學院校系所性

質之多樣性，並做為遴聘評鑑委員之依據。目前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僅依據

學門訂定相關參考效標，並未對各專業學科發展相關標準與指南；此外，

最具爭議之處為各校之圖書資訊學系所隸屬於不同學門進行評鑑，不僅難

以確保訪視委員之專業背景、各圖書資訊學系所評鑑結果之客觀性，亦使

得圖書資訊學教育品質缺乏ㄧ致性。 

有鑑於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實施綜合評鑑之缺點，目前臺灣圖書資訊學

教育評鑑可考慮採用美國圖書館學會之學程認可模式，除了與教育部所進

行之高等教育評鑑項目、方式相似外，亦能有效確保公、私立圖書資訊學

系所整體教育品質與受教學生權益，使得圖書資訊學系所評鑑更符合專業

發展需求。 

二、英美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指南要件與內涵  

美國圖書館學會(ALA)之認可標準自第一版 1925 年<圖書館學校最低

標準>(Minimum Standards for Library Schools)公佈至今，歷經 5 次修正，

於 2008年公佈第 6版最新標準<2008年圖書館與資研究碩士學程認可標準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008)，主要包括目標、課程、教師、學生、行政管理與財務、教

學資源與設施等 6 大要件。主要評鑑對象為碩士學程。 

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簡稱 IFLA) 2000年公佈<圖書館與資訊專業教

育學程指南>(Guidelines for Professional Library / Information Educational 
Programs 2000)，此標準主要修訂自 1976 年為教育部門所訂定的<圖書館

學校標準>(Standards for Library Schools)。主要包括背景與任務、課程、教師、

學生、行政管理與財務、教學資源與設施等要件；適用對象為大學部、碩

士班及專業層次。 

英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學會(CILIP)於 2002 年公佈<課程認可程序> 
(Procedures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Courses 2002)，此標準主要包括資訊產

製、傳播與利用；資訊管理與組織；資訊系統與資訊傳播科技；資訊環境

與政策；管理與移轉技能等 5 大領域課程；適用對象為英國圖書館學與資

訊科學大學部與研究所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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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品質保證局( QAA)於 2000年為圖書資訊學門制訂<圖書館學與資

訊管理標準>(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主要包括學科品

質與範圍；圖書館與資訊管理學科知識、技能與理解；一般轉移技巧；學

習、教學與評鑑；標準等 5 要件。 

整體而言，美國圖書館學會(ALA)標準與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
指南架構相似，涵蓋系所教學各項核心元素，各項標準指南中，以美國圖

書館學會標準較為詳盡；標準指南適用對象方面，以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

(IFLA)指南最為廣泛，涵蓋大學部、碩士班及專業層次。臺灣目前所實施

之高等教育評鑑項目與美國圖書館學會(ALA)標準較為相似；本研究中，

各場次焦點團體參與者亦贊成教育指南涵蓋目標、課程、教師團隊、學生、

行政管理、教學資源與設施等 6 大要件；教育指南適用範圍方面，臺灣目

前所實施之高等教育評鑑主要涵蓋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唯本研究中

特定參與者反映其對專業學程與繼續教育之需求，因此本研究將此納入教

育指南中。 

三、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適用範圍 

教育指南用範圍方面，90%以上參與者贊成教育指南適用範圍涵蓋大

學部與碩士班；近 80%參與者贊成教育指南適用範圍涵蓋博士班；僅 35%
參與者贊成教育指南適用範圍涵蓋專業學程與繼續教育，其中贊成者大多

為圖書館實務界相關人士。 

四、臺灣圖書資訊學學門歸屬 

圖書資訊學學門歸屬方面，由於本研究參與者重複勾選其認同度，因

此整體認同比例超過 100%。本研究參與者大多贊成圖書資訊學因其跨領域

學科特色，應獨立成為圖書資訊學門較為恰當，認同比例約 58%；其次，

若因現實社會環境所限，無法獨立為一學門，則參與者希望圖書資訊學能

隸屬於社會科學及相關學門或教育學門，認同比例分別為 29%與 22%。 

五、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草案 

本研究之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草案共分為定義與範圍、教育任務與目

標、課程、教師團隊、學生、行政管理、教學資源與設施等 7 大項，27 小

項，40 個分項指標，內容如下： 

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是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基礎，為學門與教育的共識，

也是評鑑的依據。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訂定本指南，旨在提供各圖書

資訊學系所發展與制訂：(1)教育任務與目標；(2)課程；(3)教師團隊；(4)
學生；(5)行政管理；(6)教學資源與設施等項目之參考依據。本指南參考國

際與英美等國之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並透過焦點團體訪談，由圖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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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相關人士就臺灣社會實際需要進行討論研訂而成。 

一、 學門的定義與範圍 

草案 參考依據 

1.1 學門定義 

   「圖書資訊學」(以下簡稱本學門)係為因應資訊

社會的需求，以圖書館機構為主體，擴大到資訊與

資訊服務為中心任務，而以人、資訊、科技為主軸，

研究資訊與知識，並提供其管理、傳播與利用之服

務與技術的一門學科。 

1.2 學門範圍 

    為促進個人、團體、社會對資訊利用與流通，

本學門涵蓋資訊與知識之產製、辨識、選擇、徵集、

組織與描述、儲存與檢索、保存、分析、解釋、評

估、傳播，以及資訊場域服務與管理。 

1.3 教育適用範圍 

    教育適用範圍涵蓋大學部、研究所(碩士班、博

士班)、專業學程與繼續教育。 

 
1.ALA 標準 
2.我國相關圖 
 書文獻 

二、教育任務 

草案 參考依據 

2.1 教育任務 

    圖書資訊學系所(以下簡稱系所)之教育任務，應

配合圖書資訊學之專業價值，說明其在社會、文化、

經濟、科技、政治環境之教育目的。圖書資訊學系

所應是高等院校中獨立的單位，瞭解服務對象，並

回應本國需求。圖書資訊學教育應涵蓋相關專業繼

續教育與訓練。 

2.2 教育目標 

    圖書資訊學系所之教育目標必須研究其哲學體

系、圖書館與資訊服務專業領域中之相關知識技能、

 
1.IFLA 指南 
 
 
 
 
 
 
 
 
2. ALA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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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方法與核心價值。教育目標如下： 

2.2.1  呈現圖書資訊學的特色，係以人、資訊、科

技為主軸，研究資訊與知識，並提供其管理、

傳播與利用之服務與技術。為促進個人、團

體、社會資訊利用與流通，本學門涵蓋資訊

與知識之產製、辨識、選擇、徵集、組織與

描述、儲存與檢索、保存、分析、解釋、評

估、傳播，以及資訊場域服務與管理。 
2.2.2  圖書資訊學教育在培養具備資訊與知識的產

製、徵集、組織、儲存、檢索、傳播與利用

人才。 
2.2.3  大學部教育目標係培養圖書館與資訊相關機

構服務、經營與管理的基礎人才。 
2.2.4  研究所教育目標係培養圖書館與資訊相關機

構服務、經營與管理、研究與教學的中高階

人才。 
2.2.5  系所訂定教育目標宜涵蓋下列項目： 
2.2.5.1.  反映圖書資訊學領域的哲學、理論、原則

及倫理。 
2.2.5.2.  反映學校重要政策與專業理念，以及專業

組織重要政策與宣言。 
2.2.5.3.  反映圖書資訊學的教學價值及服務目的。

2.2.5.4.  反映圖書資訊學研究的重要性。 
2.2.5.5.  反映圖書資訊學成果應用於其他領域現

況，以及與其他領域之關係。 
2.2.5.6.  反映其他學科應用於圖書資訊學的重要

性。 
2.2.5.7.  反映圖書館與資訊服務在快速變遷的科技

化、多元文化與全球化社會中，應發揮功

能並滿足服務社群的需求。 
2.2.5.8.  反映各專業學程服務對象之需求。 

三、課程 

草案 參考依據 
課程設計依據本指南學門定義範圍及教育目

標、藉由教師傳授，提供學生專業價值、理論、原

則、實務的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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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課程原則 

3.1.1 系所課程設計能提供圖書館與資訊相關機構

專業人員，發展專業能力，使其在服務機構

中達成工作任務。 

3.1.2 系所提供學生建構連貫的學習計畫，使學校

專業學程與個人需求相符，培養職涯所需能

力。 
3.1.3 系所提供跨領域、科際整合課程與實習活動。

3.1.4  強調知識是不斷演化的主體，可從其他相關

學門反映基礎與應用研究的成果。 
3.1.5  整合理論、應用與科技。 
3.1.6  回應快速變遷的科技化、多元文化與全球化

社會的需求。 
3.1.7  系所依據教育層級提供課程，並視需要增設

專長課程。 
3.1.8  提供本學門未來發展方向。 
3.1.9  促進專業繼續研究發展。 

3.2 課程結構 

    圖書資訊學系所配合教育目標提供課程的結構

如下： 
3.2.1  專業倫理。 
3.2.2  資訊資源發展與管理。 
3.2.3  知識組織。 
3.2.4  知識傳播與服務。 
3.2.5  資訊科技知能。 
3.2.6  資訊素養教育與終身學習。 
3.2.7  研究方法。 
3.2.8  圖書館與資訊相關機構管理。 

3.3 核心課程 

圖書資訊學課程核心領域如下： 
3.3.1  資訊社會環境、資訊政策、資訊倫理與資訊

發展歷史。 
3.3.2  資訊資源產製、傳播與利用。 
3.3.3  資訊與知識組織。 
3.3.4  資訊取用與檢索。 

 
1. ALA 標準 
 
 
 
 
 
 
 
 
 
 
 
 
 
 
 
 
 
 
2. ALA    
 Statement of  
 Core  
Competencies  

 
 
 
 
 
 
 
 
3.IFLA 指南 
4. European     
  LIS    
  Curriculum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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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 
3.3.6  資訊資源管理與知識管理。 
3.3.7  資訊分析、解釋與研究。 
3.3.8  圖書館與資訊相關機構管理。 
3.3.9  資訊科技應用在圖書館與資訊系統服務。 
3.3.10 資訊與圖書館利用的評鑑。 

四、教師團隊 

草案 參考依據 

系所藉由教師教學以實踐教育目標，專任教師

應符合所屬機構任用資格，數量充足，並具備不同

的專長，以實踐教學、研究與服務的任務。兼任教

師宜與專任教師互補，特別在專業學科方面能增進

課程品質與多樣性。系所在教師任用與升遷程序應

說明教學、研究與服務的優先順序，並提供引導式

學習與研究環境，以鼓勵教師教學、研究與服務的

創新。 

4.1 教師聘用政策 

    系所應有明確的教師任用政策與標準，作為教

師升遷依據，且應接納多元學科與多元文化。教師

資格審查包括其持續性的研究成果與學術成就。 

4.2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應符合所屬機構的人員任用規定，數

量充足，並具備不同的專業背景，擔負教學責任。

4.3 兼任教師 

    兼任教師宜與專任教師互補，且配合學校任用、

升遷準則。 

4.4 教學工作分配 

    教師之工作應依系所及個人專業發展需求，分

配其在教學、研究、服務的時間，並保持平衡。 

4.5 行政人員 

    行政人員應有一定的數量與素質，以支援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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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需求。 

4.6 教師評鑑 

    系所應建立系統化教師評鑑制度，評鑑教師的

教學、研究與服務的成效及創新力。評鑑過程應包

括政策、教師、學生、職員及其他相關人士。 

五、學生 

草案 參考依據 

    圖書資訊學系所應依教育目的、專業學程目標 

開設課程，訂定並公布招生考試、獎助學金、修業

管理與就業輔導等法規政策，並向學生與大眾提供

學程目標、課程說明、師資陣容、學習評量等資訊。

5.1 提供與教學目標相符之教學政策 

    系所應提供與教學目標相符的教學政策與說

明，包括招生考試、獎助學金等，並力求公開與公

平。 

5.2 招生考試 

   系所應訂定明確的招生考試規範，包括成績計

算、興趣、能力、教育背景等。 

5.3 學習規劃 

    系所應協助學生配合其生涯目標建立連貫的學

習計畫。 

5.4 學習環境 

    系所應提供學生共享學習經驗的環境，協助組

成學生團體，並參與相關政策制訂。 

5.5 畢業要求 

    系所應訂定修業與畢業辦法，並於學生完成修

業要求時，授與畢業證書。 

5.6 學習評量 

    系所應建立有系統的學生學習評量制度，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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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是否達成既定目標，並作為課程改善基礎。評

量過程包括教師、學生、職員及其他相關人士。 

六、行政管理 

草案 參考依據 

行政管理為實踐系所教育目標之根基，完善的

行政管理政策與充足的財務支援，將引領系所達成

教學目標。 

6.1 行政管理 

6.1.1  系所是學校獨立的學術單位，具有自主權，

依據學校的準則決定課程開設、教師聘用與

升等、學生錄取等；學校應提供系所、學程

充分的資源與管理支援。 

6.1.2  系所的教職員、學生和其他單位同樣享有參

與學校決策的平等機會。學校行政單位與其

他學術單位應提供智識環境，支持跨學科互

動，及鼓勵各系所參與。 

6.1.3  系所主管應與學校其他單位擁有同等的頭

銜、薪資與權力；具備教師資格、領導力、

管理能力，並了解專業學科發展及其責任。

6.1.4  系所行政人員數量應充足，以支援行政主管

與教師，協助達成系所任務、學程目標。系

所依據制度訂定行政主管與教師任用決策程

序，並定期評估。 

6.2 財務支援 

6.2.1  系所應獲得充裕經費，促進教育發展。經費

應滿足教學、研究與服務需求，並考量教師、

行政人員、學生與教學資源設備等因素。 

6.2.2  系所主管、教師、行政人員應依據其教學、

研究、服務之成效予以獎勵與敘薪。 

6.2.3  系所教師的研究計畫、專業發展、出差、離

職等支用經費應與其他系所一致；此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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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獲經費支援亦應與其他系所一致。  

6.2.4  系所實施規劃與評鑑時，應檢視管理政策、

經費政策與經費支援，持續評鑑以改善教育

現況與規劃未來，評鑑過程包括教師、學生、

職員及其他相關人士。 

七、教學資源與設施 

草案 參考依據 
    圖書資訊學系所應提供師生取用豐富便利的教

學資源設施，滿足教學與研究需求，並促進數位化

與多元化教學。 

7.1   系所應獲得充足的教學研究資源、空間與設

施， 以支持其實踐教學目標。系所應提供教

師與學生完善軟硬體設備，以增進研究、教

學、服務、諮商、溝通與教學管理。 

7.2   系所教學研究設備與服務應符合教師與學生

需求，包括圖書館、多媒體檢索服務、電腦

資訊基礎建設等，以支援資訊檢索、網站設

計、多媒體製作與獨立研究。 

7.3   圖書館、媒體中心應提供充足的資訊設施、人

員、服務與多元傳遞方式，以滿足師生需求。

7.4   系所教學資源與設施應支援課程，提供各種形

式的教學研究，例如透過網際網路進行遠距

教學、跨校選課、與國外大學合作教學與研

究等。 

7.5   系所的規劃與評鑑應檢視教學資源取用的便

利性、教學設施、與傳遞方式等。評鑑過程

包括教師、 學生、職員及其他相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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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制度之建議 

4 場焦點團體參與者大多認為圖書資訊學教育應進行評鑑。針對此議

題最多數參與者認為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進行方式可由教育部委託專業

學會進行評鑑，由教育部賦予專業學會評鑑權力，提升評鑑效益；專業學

會方面，部分參與者建議由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擔任。此外，部分參與者

認為若教育部能尊重專業，聘請圖書資訊學背景之專家學者進行評鑑，並

注重各學科之平等，由教育部進行評鑑亦無妨。 

第二節  建議 

一、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舉辦論壇討論草案再行公佈 

由於本研究之時間與人力有限，研究結果無法過度擴大解釋，期許研

究委託單位：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未來能針對本研究所形成之圖書

資訊學教育指南草案舉辦相關論壇，使本研究所訂定之草案適用於臺灣圖

書資訊學環境，並獲得大多數專家學者之贊同後，再行公佈。 

二、舉辦圖書資訊學學門意涵與教育工作坊 

本研究之焦點團體訪談進行時間平均為 2 至 3 小時，參與者僅能就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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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中所述各項進行建議與修正，無法深入、全面探討。由於定義與範圍為

一學門之發展核心，建議專業學會能舉辦圖書資訊學學門意涵與教育工作

坊，訂定更周嚴、更具代表性之圖書資訊學定義與範圍。 

三、專案研究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制度 

本研究旨在訂定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草案，針對圖書資訊學教育

評鑑議題雖設立討論提綱於焦點團體訪談中，但參與者在短時間內所能表

達之看法有限；此外，教育評鑑制度所遷涉之層面廣泛，需相關學者長時

間討論、訂定，因此，建議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制度方面，能由專業學會

或學者另立專案進行研究。 

四、推動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與指南之實施 

期許專業學會、圖書資訊學系所等相關單位重視圖書資訊學評鑑議

題，推動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使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成為各系所發展之

參考，或為教育部、專業學會評鑑依據，透過健全的評鑑制度與具體指南，

提升圖書資訊學教育品質。 

第三節  未來研究建議 

一、研究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制度 

由於本研究之探討議題眾多，針對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制度方面，僅

做初步簡單調查與共識凝聚，未有深度討論與具體建議，期許後續研究者

針對此部分進行相關探討與配套措施設計，使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能如願

落實。 

二、研究數位化時代圖書館價值與圖書資訊學意涵 

本研究囿於時間與討論主題限制，未能針對數位化時代圖書館價值與

圖書資訊學意涵進行全面、詳盡之討論與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能以此議題

為核心，建構適用於臺灣現況之圖書資訊學定義與範圍。 

三、研究數位化時代圖書資訊學系所課程設計 

本研究過程中，圖書資訊學系所課程方面出現許多討論與爭議，主因

為現今英美之課程標準指南大多與資訊融合，甚至難以看出傳統圖書館學

意涵，若以其為核心，是否失去圖書館學專業本質?建議後續研究能針對此

議題進行深入研究，建構適用於臺灣國情，反映各圖書資訊學系所現況，

並與國際接軌之圖書資訊學系所課程。 

四、擴大研究數量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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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分別為圖書資訊學系所主任、教師、研究生與圖書

館員，由 4 場焦點團體分析中可知各場焦點團體參與者之看法確實具有差

異，例如指南適用範圍方面，圖書館館員贊成包括專業學程與繼續教育比

例明顯高於其他場次參與者，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能擴大研究數量與範

圍，以反映更多元化觀點與需求，發展更完善之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制度

與指南標準，促進圖書資訊學教育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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