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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圖書資訊學教育標準指南內容分析 

圖書資訊學教育標準與指南是教育基礎，也是評鑑的依據。近年來教

育部對高等教育進行評鑑，鑑於教育指南之重要，特進行本研究，擬建構

「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 

本研究首先以文獻探討法與內容分析法建構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芻

議以為焦點團體討論之參考。本章節首先綜述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現況，

其次以美國圖書館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簡稱 ALA)之<2008
年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認可標準>(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008)為骨幹，融合國際

圖書館協會聯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簡稱 IFLA)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教育學程指南>(Guidelines 
for Professional Library / Information Educational Programs 2000)、英國圖書

館與資訊專業學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簡稱 CILIP)之<課程認可程序>(Procedures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Courses)、英國品質保證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簡稱 QAA)之<圖書

館學與資訊管理標準>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等標準

特點，歸納訂定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芻議。 

本章分為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現況、相關指南與標準、定義與範圍、

教育任務與目標、課程、教師、學生、行政管理與財務支援、教學資源與

設施等九節。 

第一節  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現況 

王梅玲教授於 2005 年《英美與亞太地區圖書資訊學教育》一書中定

義「圖書資訊學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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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培養專業人員具備圖書館

與資訊服務所需之知識與技能，使其勝任專業工作。王梅玲教授將臺灣圖

書資訊學教育發展史分為三階段，各階段說明如下：第一階段為成長時期

(1954─1979 年)：圖書館學教育萌芽，以大學部學程為主，逐漸成長；第

二階段為發展時期 (1980─1990 年)：臺灣圖書資訊學系所於 1980 至 1990
年間在大學部基礎成長茁壯，陸續開辦碩士班與博士班；第三階段為改革

與提升時期(1991 年─迄今)：圖書館學碩士班蓬勃發展，並經歷系所改名，

而朝向多元發展，其中輔仁大學首先在 1993 年更名為「圖書資訊學系」，

其後各校紛紛仿效更名。(註1) 

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為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完整教育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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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系所共有 9 校，包括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世新大學資訊

傳播學系所、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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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電機學院/
資訊學院在職專班數位圖書資訊組，共計大學部 5 系，碩士班 8 所、博士

班 1 所。 

各校圖書資訊學系成立時間與名稱如下：(1)1955 年臺灣師範大學社會

教育學系成立，劃分為三個組別，圖書館學組為三組之一；1997 年，臺灣

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館組更名為圖書資訊學。(2)1961 年臺灣大學圖

書館學系成立，為臺灣地區第一個圖書館學教育系所；1997 年臺灣大學圖

書館學系更名為圖書資訊學系。(3)1964 年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設立圖書資料

科；1995 年世新大學重新設立圖書資訊學系，並於 2001 年更名為資訊傳

播學系。(4)1970 年輔仁大學設置圖書館學系；1993 年更名為圖書資訊學

系。(5)1971 年淡江大學成立圖書館學與教育資料科學系；2000 年更名為

資訊與圖書館學系。(6)1997 年玄奘大學成立圖書資訊學系。其中臺灣師範

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資訊學組自 2007 年起，因系所發展方向調整，取

消三組分組制度，不再招生。發展至今，臺灣圖書資訊學系共計 5 所。 

各校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成立時間與名稱如下：(1)1980 年臺灣大

學成立圖書館學研究所。(2)1991 年淡江大學成立資訊與圖書館學研究所。

(3)1994 年輔仁大學成立圖書資訊學研究所。(4)1996 年政治大學成立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2003 年更名為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5)1998 年中興

大學成立圖書資訊學研究所。(6) 2000 年世新大學成立資訊傳播學研究

所。(7)2002 年臺灣師範大學成立圖書資訊學研究所。(8) 2002 年交通大學

於電機學院成立碩士在職專班數位圖書資訊組，共計 8 所碩士班。 

臺灣第一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班，成立於 1988 年，為臺灣大學

圖書館學系成立，發展至今，仍為臺灣唯一一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

班。(註2) 

各系所除了開設圖書資訊學相關課程外，鑑於《圖書館事業發展白皮

書》呼籲繼續教育應受重視，圖書資訊學系所積極提供專業繼續教育，包

括學士學分班、碩士學分班、碩士在職專班、與短期研習班。(註3) 

此外，由於大學設置學程盛行，2001 年，臺灣大學由圖書資訊學系與

工商管理學系、資訊管理學系與資訊工程學系共同開設大學部的「知識管

理學程」，修畢該學程規定之 20 學分，即授與「知識管理學程」證明書。

(註4)2005 年，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開設中國古籍整理學程，成立宗旨為

培育整理古籍圖書人才；透過跨學門合作，結合文學院中文、歷史、哲學、

圖書資訊學四系之資源與專長特色，引領「古籍圖書整理」的研究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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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程包括圖書管理類與中國古籍知識類兩類群課程；每類群應各修讀至

少 20 學分。(註5)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開設數位資源學程、知識產業學

程、數位典藏暨創作學程，其中數位資源學程與知識產業學程規定需修習

12 學分，數位典藏暨創作學程則區分為數位典藏領域與數位創作領域，各

領域須修習 20 學分。(註6) 

2004 年，楊美華教授歸結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之檢討，主要包括(1)
系所名稱爭議；(2)教師員額嚴重不足；(3)在職專班過度膨脹，擠壓碩士研

究生的招生員額；(4)研究工作有待加強；(5)核心課程規劃；(6)教育目標

勾勒等。其對相關單位所提出的參考建議包括(1)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應充分發揮影響力；(2)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應積極尋求專業認證的可能

性；(3)拓寬知識層面，保持專業特色，與國際同業接軌；(4)各圖書資訊學

系所應該區隔目標市場，突顯特色等。(註7) 

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重大事件從社會、科技、經濟、教育五層面綜合

分析，可歸納如下：(1)美國圖書館界的協助；(2)臺灣社會對圖書館發展的

需求；(3)英美圖書館教育的影響；(4)資訊科學與技術發展的影響(5)臺灣

高等教育改革與追求卓越；(6)數位圖書館發展的影響；(7)徘徊在圖書館學

與資訊科學整合及學門性質的疑惑；(8)圖書館學教育缺乏專業認可；(9)
圖書資訊學教育缺乏核心價值與共識。(註8) 

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受到英美等國、社會需求與資訊科技進步等影

響，發展至今已有 9 所圖書資訊學系所，包括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

學分班、在職專班、短期研習班、跨領域學程等學制。整體而言，臺灣圖

書資訊學教育目前之核心問題包括：(1)缺乏專業認可；(2)缺乏核心價值與

共識；(3)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整合及學門性質模糊；(4)教師員額不足；(5)
在職專班過度膨脹等；期許圖書資訊學教育能由上而下進行整體規劃與革

新，帶動圖書資訊學教育永續發展。 

第二節  相關指南與標準 

圖書資訊學教育標準為教育發展的指南與教育評鑑的依據，且各項標

準往往反映了圖書資訊學教育重要哲學與理論，對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發展

影響深遠。本研究主要參考美國圖書館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簡稱 ALA)之<2008 年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認可標準>(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008)；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簡稱 IFLA)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教育學程指

南>(Guidelines for Professional Library / Information Educational Programs 
2000)；英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學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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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簡稱 CILIP)之<課程認可程序>(Procedures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Courses)；英國品質保證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簡稱

QAA)之<圖書館學與資訊管理標準>(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等標準，作為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芻議建構參考。 

一、美國圖書館學會之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認可標準 

2008 年，美國圖書館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簡稱 ALA)公
佈最新之<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認可標準>(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008)，修訂自 1992 年標準。 

<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認可標準>提供碩士學程認可的依據準

則，內容包括目標、課程、教師、學生、行政管理與財務、教學資源及設

施 6 大項，各項準則以敘述方式呈現，為指引式而非條列式規定。其界定

「圖書館與資訊研究」(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為研究記錄性資

訊與知識，增進其管理與利用之服務與技術的一門學科，此學科涵蓋資訊

與知識之創造、溝通、辨識、選擇、採訪、徵集、組織與描述、儲存與檢

索、保存、分析、解釋、評估、綜合、傳播及管理。以下依 6 大項指南敘

述。(註9) 

1.目標 

學校任務與專業學程目標，需透過完整、持續、系統化規劃程序實現。

學程目標應與學校價值、文化及任務一致，反映教學之成果；此外，學程

目標以學生學習成果方式呈現，並反映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特色；圖書館與

資訊領域之哲學、原則及倫理；圖書館與資訊研究之教學價值及服務目

的；圖書館與資訊服務在多元全球社會之服務角色；專業學程服務對象之

需求等。透過目標陳述，各學程是否達到既定目標為評鑑之重點。 

2.課程 

課程設計以任務與宗旨、系統化評估程序為基礎，透過教師傳授，提

供學生理論、原則、實務及價值的研究。課程關注於可記錄的資訊及知識、

增進其管理與利用的服務與技術，學科範圍涵蓋資訊與知識之創造、溝

通、辨識、選擇、採訪、徵集、組織與描述、儲存與檢索、保存、分析、

解釋、評估、綜合、傳播及管理。學校所選擇之課程，不論其形式、傳遞

地點均適用此標準。 

3.教師 

學校透過教師達成課程目標，專任教師應有合格的任用資格，人數應

充足，並具有不同的學科專業，擔負教學、研究及課程相關活動服務。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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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師應與專任教師相互補，特別在專業學科方面，兼任教師能增強課程

品質及多樣性；學校應鼓勵教學、研究與服務創新，並提供激勵學習與研

究的環境。 

教師群之特色如下：(1)最高學位來自不同學術機構；(2)具備不同學科

背景；(3)具有研究能力；(4)具備規劃與評鑑能力及經驗；(5)樂於和其他

學科教師交流溝通；(6)與本專業學科組織保持密切聯繫；(7)營造良好學習

環境，完成專業學程之教學目標。 

4.學生 

學校在制定學生入學許可、財務支援、職業介紹及其他學術性管理政

策時，應與學校任務、專業學程目標一致，以及反映課程的需求與價值。

學校應提供學生與大眾即時、正確及易於取用的資訊，包括學程目標陳

述、課程描述、教師背景資訊、入學許可需求、經費支援、學生成績評量

依據及其他政策及程序。學校應該建立系統化評量程序，評量學生是否達

成既定目標，並以此進行課程改善。 

5.行政管理與財務 

(1)行政管理 
系所在學校中為獨立的學術單位，因此有足夠的自主權，依據學校的

準則決定課程內容、教師任用與升等、學生錄取等，學校應提供系所、學

程相關的資源與財務支援。系所的教職員、學生與其他同等單位相同，具

有平等機會參與學校決策，並給予相關建議。 

(2)財務支援 

學校應提供充足的財務支援，以維持認可標準所規定之各項原則，促

進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教育發展。財務支援層次包括研究與服務相關的基

本經費需求，並考量教師人數、管理人員與行政人員、教學資源與設備需

求等因素。 

6.教學資源與設施 

教學資源及設施應充足，以支援教學單位達成目標。硬體設備方面，

應提供師生完善的教學環境，促進研究、教學、服務、諮商與溝通機會，

並提升專業學程管理效率與效益；教學與研究設備服務方面，應符合師生

需求，包括圖書館及多媒體資源檢索服務、電腦及其他資訊科技、支援獨

立研究及多媒體製作設施等。 

二、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教育學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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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簡稱 IFLA)2000 年訂定<圖書館與資訊專業教

育學程指南> (Guidelines for Professional Library / Information Educational 
Programs 2000)，主要對象為大學部、碩士學位及專業層次，訂定項目包括

課程、教師、學生、行政管理與財務、教學資源與設施等，內容述析如下。

(註10) 

1.課程 

課程內容主要包括通則、公開文件、教育範圍、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

核心課程、核心元素、實習課程、技術移轉、繼續教育、課程檢討、提供

諮詢等內容。其中核心課程部分包括下列 10 項：(1)資訊環境、資訊政策、

倫理與歷史。(2)資訊時代通訊設備與使用。(3)資訊需求評估及回覆服務。

(4)資訊移轉程序。(5)組織、檢索、整理、保存資訊。(6)資訊的研究、分

析、解釋。(7)圖書館與資訊製造商或服務商之間的資訊應用、溝通技術。

(8)資訊資源管理及知識管理。(9)資訊代理商管理。(10)圖書館資訊使用的

質化及量化評鑑。   

2.教師 

內容主要以大學教師、兼任教師、非任教人員等職位進行規範與說明。 

3.學生 

內容主要分為教學單位政策、入學許可、學習計畫、修業要求 4 項目

進行說明。 

4.行政管理與財務 

內容主要分為組織、教學單位領導者、決策權、經費支持、規劃與評

鑑等 5 項目進行說明。 

5.教學資源與設施 

內容主要包括圖書館資源、資訊科技資源、網路資源、實體設施 4 部

份。 

三、英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學會之課程認可程序 

英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學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簡稱 CILIP)負責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課程認

可，其所修訂之<課程認可程序> (Procedures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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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國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大學部與研究所相關課程之認可標準。2002 年

之標準要求圖書館與資訊研究課程應包括資訊產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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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領域課程內容說明如下。(註11) 

1.資訊產製，傳播與利用 

資訊資源產製、分析、評估與管理之目的為使之符合使用者需求，其

範圍包括：(1)圖書館與資訊科學原理。(2)辨識、分析資訊流動。(3)館藏

徵集原則與資源管理。(4)知識組織、紀錄與檢索。(5)資訊評估。(6)資料

重組與資訊保存。 

2.資訊管理與組織 

在組織的文化、目標與宗旨背景下，應用技術、方法於規劃、實施、

評估、分析、發展圖書資訊產品與服務，範圍包括：(1)資訊服務與產品的

發展與供應。(2)資訊服務的策略與財務規劃。(3)資訊服務行銷與商業活動。 
(4)品質議題與責任義務。(5)資訊服務表現評估。(6)資訊系統與組織分析。

(7)使用者資訊需求分析。(8)使用者研究與教育。 

3.資訊系統與資訊傳播科技 

適用於資訊管理原則及紙本、電子資訊系統、資訊通訊科技的可及性

與功能，並應用科技於辨識、分析、指定、實施與系統評估，主要包括了

解相關規格、分析、實施、評估、紙本使用、電子系統與工具。 

4.資訊評估與政策 

主要目的為了解資訊在社會、國家、政府及資訊媒體行業的流向，範

圍包括：(1)法律與管理議題。(2)專業與倫理議題。(3)國際與資訊轉換。(4)
地方、國家和國際資訊政策與問題。 

5.管理與移轉技能 

為與日常工作、制度管理相關的原則與能力，範圍包括：(1)人力資源

管理。(2)訓練與發展。(3)財務、預算管理。(4)統計分析。(5)研究方法。

(6)專案管理。(7)當地語言與外語能力。(8)人際溝通技巧。 

四、英國品質保證局之圖書館學與資訊管理標準 

2000 年英國品質保證局( QAA)為圖書資訊學門所制定的標準為「圖書

館學與資訊管理標準」(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註12)
其定義「圖書館學與資訊管理」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涵蓋資訊產生到資訊利用過程，包括資訊紀錄、流通、儲存、組織、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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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作品傳遞等。此標準共分為學科品質與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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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項。各

項說明如下：(註13) 

1.學科品質和範圍 

圖書館學與資訊管理涵蓋資訊產生到資訊利用過程，包括資訊紀錄、

流通、儲存、組織、檢索、資訊與作品傳遞等。根據歷史事實辨識已紀錄

知識之組織，圖書館學、資訊科學、檔案管理與紀錄管理的媒介呈現，主

題範圍包括大環境下圖書館與資訊管理學之理論、實務與演變過程，帶領

學科進入相似的主題領域，例如知識管理、出版、傳播。 

2.圖書館與資訊管理學科知識、技能與理解 

圖書館與資訊管理學科之學位為培養專業人員，提供學生資訊管理、

圖書館或檔案管理及其他課程。在此學程範圍下，學生應學習以下課程：

發展資訊辨識、產製、組織、檢索、保存、傳播等相關技能，這些將反映

各程度學位，甚至跨學科領域。 

學位課程由具體工作訓練補充，希望畢業生能在職涯中不斷進修、專

業發展。專業與職業的相關性是學位課程中很重要的部分，遵照相關專業

主體是課程尋求專業認證的關鍵因素。提供學生的課程目標包括知識範圍

與知識技能範圍，使其獲得資訊管理相關工作機會。 

3.一般移轉技巧 

此部份主要包括獲取知識、學習自主能力、管理技巧、溝通技巧 4 項，

各項均有相對應之具體說明。 

4.學習、教學與評鑑 

此部份主要分為教學與評鑑 2 部份。學習與教學以不同學習模式區

分，包括提供每位學生課程相關文件，例如課程要求、依版權規定翻印相

關學習資源、演講與研討會；以不同媒體形式撰寫實務經驗文件，以試驗

其能力；遠距教學等。評鑑方面，學生表現的評量包括考試、口頭報告、

計畫作業規劃、執行與報告、不同長度論文撰寫、合作工作計畫、作業報

告分配、研究工作報告、小型資料庫製作等。 

5.標準 

其主張標準分為門檻標準與一般標準。門檻標準方面，學生所應具備

能力包括瞭解與實踐學科核心元素知識；實踐學科知識技巧與能力，並瞭

解其應用狀況與情境；了解專業倫理道德範圍，身體力行與瞭解繼續專業

發展需求等。一般標準方面，學生應該具有實踐學科核心元素的能力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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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能力；實踐學科分析與方法，有效應用學科知識與技能；有效應用與確

認一般移轉技能；以專業、倫理架構實踐專業繼續教育與終身學習等能力。 

綜合上述標準，美國圖書館學會(ALA)之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

認可標準、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教育學程指

南、英國品質保證局(QAA)之圖書館學與資訊管理標準之項目較全面性，

內容多以指引、說明方式呈現；英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學會(CILIP)之課程

認可程序則針對課程進行規範，以條列式清單方式呈現。圖書資訊學教育

標準所應涵蓋的元素包括教育目標、課程、教師、學生、行政管理與財務、

教學資源與設施等內涵；教育範圍依標準宗旨之不同涵蓋大學部、碩士

班、博士班等層次；標準實施制度可略分為學程認可、課程認可及品質保

證 3 種。 

若只針對課程要求與認可方面，受到教育機構、個體對圖書資訊學專

業之核心課程看法不同而有所差異，以上述四標準而言，美國圖書館學會

(ALA)標準中，課程所關注的範圍包含完整資訊生命週期，例如資訊與知

識之產製、傳播、組織、保存與管理等；英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學會(CILIP)
將課程內容劃分的更為具體，包括資訊產製與利用、資訊管理與組織、資

訊系統與傳播科技、資訊環境與政策、管理與移轉技能等 5 大類，各類相

對技能與能力描述詳盡；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則關注於整體課程規

劃，包括準則、文件、繼續教育、檢討與諮商等。 

整體而言，美國圖書館學會(ALA)與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之標

準可視為圖書資訊學評鑑與認可制度之架構；英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學會

(CILIP)之標準則可視為課程內容、核心課程規範之準則；英國品質保證局

(QAA)之標準則可視為系所、教師與學生之檢核方針。因此，本研究擬以

美國圖書館學會(ALA)與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之標準架構與內涵為

基礎，融合英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學會(CILIP)所訂定之各項課程內涵與英

國品質保證局(QAA)標準中的核心價值作為研究發展依據。 

第三節  定義與範圍 

傳統的圖書館學隨著資訊科學技術發達，逐漸與資訊科學融合，以提

升學科、學門層次，因此，產生許多新的圖書館學名詞與內涵，以傳統的

圖書館學為基礎，加深、加廣圖書館學的範圍與意涵，不僅能使圖書館學

符合時代需求與期待，也能創造圖書館、圖書館學生生不息的發展與未

來。圖書館學新定義與範圍探討如下。 

1992 年，美國圖書館學會(ALA)於<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認可

標準>中定義「圖書館與資訊研究」(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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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記錄性資訊與知識，增進其管理與利用之服務與技術的一門學科，此學

科涵蓋資訊與知識之創造、溝通、辨識、選擇、採訪、徵集、組織與描述、

儲存與檢索、保存、分析、解釋、評估、綜合、傳播及管理。(註14)其於

2008 年之標準修定版中亦延用此定義。 

2000 年，英國品質保證局(QAA)於<圖書館學與資訊管理標準>中定義

「圖書館學與資訊管理」(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係以資

訊為主的研究，包括從資訊產生到資訊利用，以利資訊、觀念和作品的紀

錄、累積、儲存、組織、檢索和傳遞。此外，圖書館學與資訊管理之核心

元素應包括：(1)使用社群的各種媒介、形式之資訊創造、擷取、分析、評

估、管理與技術。(2)應用相關技術規劃、分析、評估與發展圖書館、檔案

與資訊產品；服務與內容組織系統；專業法律與道德；全國與國際立法章

程等相關應用。(3)資訊管理相關的資訊系統與理論概念。(4)資訊在社會、

國家、政府、組織和個體之間的流動。(註15) 

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自 1955 年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設立圖書

館學組開始，1993 年輔仁大學圖書館學系更名為圖書資訊學系，自此臺灣

多以「圖書資訊學」一詞簡稱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王振鵠教授於 1991
年定義「圖書館學」是「一種知識和技能，據以研究如何選擇、蒐集、組

織和利用紀錄的資訊，以因應使用者的需求」。(註16)胡述兆教授於 2003
年定義「圖書館學」是「以科學方法，研究圖書館的發展與運作的各種必

備知識之理論與實際的學科」。(註17) 

吳美美教授於 2002年<重新定義圖書館與圖書資訊學>一文中談到「圖

書館學」與「資訊科學」逐漸整合，主要原因為兩者之研究基礎均建立在

使用者(人)、資訊(文獻、知識、資料)、承載資訊的新儲存媒體與傳播科技，

相同的研究對象、環境與目的促成兩者之結合。(註18)王梅玲教授於 2005
年定義：「圖書資訊學」回應資訊社會的需求，從「圖書館機構為主體」，

邁向「資訊為中心」的發展，主要探討資訊與知識之創造與轉換。圖書館

成為紀錄性資訊與知識管理與服務的機構，並與檔案館、博物館、其他資

訊服務機構共同成為人類知識傳播的社會機構。(註19)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發展重點中談到圖書資訊學之內涵

包括 (1)知識組織：學科內涵包括文獻學、館藏發展、資訊組織、資訊檢

索、metadata、主題分析、知識表徵、文獻計量、引文分析、資訊保存與

典藏等。(2)資訊行為：學科內涵包括資訊心理學、資訊尋求行為、使用者

研究等。(3)資訊傳播：學科內涵包括：學術傳播、資訊行銷、資訊素養、

讀者服務、參考晤談等。與圖書資訊學教育最相關的學科領域為 (1)數位

典藏與數位圖書館；(2)數位出版；(3)數位學習。(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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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之各項圖書館學、圖書資訊學相關定義與內涵可知，儘管圖書

館學因時代或科技技術變遷，與其他學科融合，資訊資源之選擇、採訪、

組織、檢索、傳遞等一直為圖書館學及其後續延伸名詞之基礎內涵。綜上

所述，美國圖書館學會(ALA)之「圖書館與資訊研究」中特別強調了「資

訊管理與利用之服務與技術」，且包括資訊生命週期概念；英國品質保證

局(QAA)之「圖書館學與資訊管理」則強調資訊生命週期、資訊流向與資

訊系統，由此可看到圖書館學內涵日益多樣化及資訊科學逐漸融入圖書館

學之現象。本研究建議芻議第一項定義與範圍如下： 

表 4-1 定義與範圍芻議 

草案 參考依據 

1.1 學門定義 

   「圖書資訊學」係因應資訊社會的需求，由圖書館機構為

主體，擴大到以資訊與服務為中心的發展。以人、資訊科技、

服務為主軸，研究資訊與知識，促進其管理與利用之服務與技

術的一門學科。 

1.2 學科範圍 

    為促進個人、團體、社會資訊利用與流通，本學科涵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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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資訊

場域服務與管理。 

1.3 教育學程範圍 

    涵蓋大學部、研究所、專業學程與繼續教育。 

 
1.ALA 標準 
2.我國相關圖 
 書文獻 

第四節 教育任務與目標 

教育目標為建立教學之首，不僅能幫助外界了解教育主軸與內涵，也

成為教師教學、學生學習之發展方向，更成為日後教學評鑑、改善之依據。

以下針對美國圖書館學會(ALA)、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英國品質

保證局(QAA)所訂定之標準項目，以及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之

教育目標進行探討。 

由於教育目標因教育對象層次而異，美國圖書館學會(ALA)之<圖書館

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認可標準>主要針對研究所層次而定，國際圖書館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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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聯盟(IFLA)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教育學程指南>與英國品質保證局

(QAA)之<圖書館學與資訊管理標準>主要以大學部與研究所層次為對

象，馬來西亞之<圖書館與資訊科學教育學程標準>則區分為專業助理、學

士、碩士生、博士 4 層次。臺灣目前之圖書資訊學系所共計 5 所大學部、

8 所碩士班、1 所博士班，因此以下之教育目標探討範圍設定為大學部、

研究所與專業學程。 

國外標準方面，美國圖書館學會(ALA)於<2008 年圖書館與資訊研究

碩士學程認可標準>中談到圖書館與資訊教育研究之教育目標應包括：(1)
呈現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的特色；(2)反映圖書館與資訊領域的哲學、原則及

倫理；(3)反映所屬機構文件精髓、專業的合理性，以及專業組織重要政策

與文件；(4)反映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的教學價值及服務目的；(5)反映研究的

重要性；(6)反映圖書館與資訊研究成果應用於其他領域情形；(7)反映其他

學科應用於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的重要性；(8)反映圖書館與資訊服務在多元

全球社會的角色，包括滿足服務社群的需求角色；(9)反映圖書館與資訊服

務在快速變遷的科技及全球化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10)反映各專業學程

服務對象的需求。(註21) 

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所訂定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教育學程指

南>中談到圖書資訊學系所教育任務應說明本學科在政治、社會、經濟、

科技脈絡中的教育目的，並配合專業價值。此外圖書資訊學系所應是獨

立、與所屬機構價值相符的單位，瞭解服務對象，並回應國家需求。圖書

資訊學教育應涵蓋相關專業繼續教育與訓練。教育目標則應與認可機構所

出版的教育政策一致。圖書資訊學教育應陳述其目標，並將特色從目標之

中萃取出來，說明其哲學體系、原則、方法、專業領域、所需具備知識、

教學、服務、研究價值，並了解圖書館及資訊服務在社會中的角色。(註22) 

英國品質保證局(QAA)於所訂定之<圖書館學與資訊管理標準>中談

到圖書資訊學為培養專業人員，提供學生資訊管理、圖書館或檔案管理及

其他課程，教育目標應包括提升學生(1)了解學科核心元素，以及與技術、

社會、政治、專業及經濟環境互動；(2)了解學科所包括的專業；(3)了解資

訊流向；(4)了解不同社群溝通差異，並尊重每個社群的溝通範圍與方式；

(5)了解地方、國家、國際資訊政策議題及專業、法律、倫理規範；(6)分析

和評估不同社群資訊需求的能力；(7)熟悉各種媒體、形式範圍的資訊資

源，並有效率、有能力辨識、使用相關資源；(8)具備評估資訊能力，辨認

使用者需求，並提出，以促進其使用；(9)了解各種檢索資源方式，共同資

源分享、文件傳遞、網頁檢索等；(10)了解資訊資源特殊需求及其產製、

認證、安全的責任；(11)了解資訊傳播科技原理及其相關專業內容；(12)
了解學科的歷史背景和發展。(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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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方面，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訂定之教育目標為培育理論與實

務並重之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專業人才，使之能從事資訊之產生、組織、

儲存、檢索、利用與傳播之研究與服務，積極推動圖書館學之研究與圖書

館事業之發展，改善圖書館之服務品質。(註2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之

核心教育目標為：提升學生圖書館學基礎理論與實務之知識與能力與提升

學生電腦資訊相關理論與實務之知識與能力。(註25)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

館學系之教育目標為探討新的資訊、傳播科技於圖書館資訊服務上之應

用。並以培養現代化的圖書館、資訊服務研究、教學與實務工作人才為宗

旨，主要強調：(1)科技整合，具有堅強的師資陣容，以及前瞻性的課程設

計。(2)課程符合潮流所需，並且對學術理論之探討與實務應用之研究並重

發展。(註26)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之教育目標為培育下列人才：(1)培養

圖書資訊機構經營人才，此為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主要之目

標；(2)培養學習資源中心經營人才；(3)培養企業及機構知識管理人才；(4)
培養數位內容管理人才。(註27)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之教育目標為培育理論與實務並

重之圖書資訊與檔案學之高級專業人才，重點規劃為：(1)招收已具有專門

學科基礎，受過通才教育及語言訓練之大專畢業生，提供圖書資訊學及檔

案學之專業教育；(2)教授中外圖書資訊學及檔案學之理論與實務；(3)培育

各類型圖書館之專業管理人才；(4)培育檔案界專業人才，以符合國內各級

檔案館發展之需求；(5)配合資訊服務機構之發展 ，培育資訊科技人才，

以因應知識經濟時代之新需求。(註28)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之教育目標可以「蘭花」（ORCHIDS）一

字加以表達，代表「組織」（Organization）、「研究」（Research）、「合作」

「Collaboration」、 「人文」（Humanity）, 「創新」（Innovation）、「數位

化」（Digitalization）、「服務」（Services）。(註29) 

綜上所述，以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所提出之教育任務較為具

體，因此本芻議擬以此為參考依據；教育目標方面，各指南、標準與圖書

資訊學系所之規範與說明中，以美國圖書館學會(ALA)所提出的教育目標

較全面性、具體，本芻議擬以此為核心，作為教育目標訂定基礎，因此本

研究芻議第二項教育任務與目標建議如下： 

表 4-2 教育任務與目標芻議 

草案 參考依據 

2.1 教育任務與宗旨 
 
1.IFLA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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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資訊學系所教育任務應配合專業價值，說明本學科在

政治、社會、經濟、科技脈絡的教育目的。圖書資訊學系所應

是獨立、與學校價值相符的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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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說明其哲學體系、專業領

域、相關知識技能、原則方法與核心價值。具體教育目標包括

如下： 

2.2.1  呈現圖書資訊學的特色，係以人、資訊科技、服務為主

軸，研究資訊與知識，促進其管理與利用之服務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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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資訊場域服務與管理。 
2.2.2  反映圖書資訊學領域的哲學、原則及倫理。 
2.2.3  反映學校重要政策與專業合理性，以及專業組織重要的

政策與宣言。 
2.2.4  反映圖書資訊學的教學價值及服務目的。 
2.2.5  反映圖書資訊學研究的重要性。 
2.2.6  反映圖書資訊學成果應用於其他領域現況。 
2.2.7  反映其他學科應用於圖書資訊學的重要性。 
2.2.8  反映圖書館與資訊服務在變遷的多元文化、快速進步的

科技及全球化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滿足服務社群需

求的角色。 
2.2.9  反映各專業學程服務對象的需求。 

 
 
 
 
 
 
2. ALA 標準 
 

 

第五節  課程 

課程以目標為基礎，在特定的基礎架構下，提供不同的教育經驗、理

論研究、原則與實習等。因此，課程為各項教育目標達成之途徑與專業養

成過程，各圖書資訊學系所隨著教學目標不同，設立相對應的教學課程。

以下將針對美國圖書館學會(ALA)、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英國圖

書館與資訊專業學會(CILIP)等標準，以及歐洲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課程計

畫等相關課程準則與核心課程進行說明，並列舉臺灣圖書資訊學系所之課

程設計，作為課程指南芻議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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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標準方面，美國圖書館學會(ALA)之<2008 年圖書館與資訊研究

碩士學程認可標準>中談到圖書資訊學課程原則應包括：(1)注重圖書館與

資訊專業人員發展，使其能在服務機構中扮演獨立角色；(2)強調相關學科

於專業學科中的應用；(3)強調整合科技的理論、應用與使用；(4)強調回應

多元社會需求；(5)強調回應日益趨向科技及全球化社會的需求；(6)提供專

業領域未來發展的方向；(7)促進專業不斷成長。(註30) 

美國圖書館學會(ALA)之<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認可標準>所訂

之課程準則較為抽象，可以美國圖書館學會(ALA) 於 2005 年所公佈的<
圖書館員核心能力草案>( Draft- Statement of Core Competences)所提出之 8
項核心能力作為具體的課程結構設計參考，8 項核心能力包括(1)專業倫

理；(2)資源建立；(3)知識組織；(4)科技知識；(5)知識傳播：服務；(6)知
識累積：教育與終身學習；(7)知識探求：研究；(8)機構管理等。(註31) 

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教育學程指南>談
到課程應是一系列的規劃，並與教育目標、目的相符，提供學生圖書館與

資訊領域研究、實務相關理論基礎架構，讓學生具有專業競爭力，此外，

專業核心理念應滲入教育課程之中。學校應公開課程文件，學生同時亦應

具有獲得其他學科領域教育機會。圖書資訊學課程之核心元素應包括：(1)
資訊環境、資訊政策及倫理、資訊歷史；(2)資訊時代、通訊設備及使用；

(3)資訊需求評估及回覆服務；(4)資訊移轉程序；(5)組織、檢索、整理、

保存資訊；(6)資訊研究、分析、解釋；(7)圖書館與資訊製造商或服務商之

間的資訊應用、溝通技術；(8)資訊資源管理及知識管理；(9)資訊代理商管

理；(10)圖書館資訊使用的質化及量化評鑑。(註32) 

    英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學會(CILIP)之<課程認可程序>中訂定課程認

可清單包括 5 個主要領域，分別為(1)資訊時代傳播與利用：範圍包括圖書

資訊學原則、辨識與分析資訊資源傳播、蒐集與資源管理原則、知識組織、

紀錄與檢索、資訊評估、資料重組與資訊保存。(2)資訊管理與內容組織：

範圍包括資訊服務與產品的發展與供應、資訊服務的策略與財務規劃、資

訊服務行銷與商業活動、品質議題與責任義務、資訊服務表現評估、資訊

系統與組織分析、分析使用者資訊需求、使用者研究與教育；(3)資訊系統

與資訊通訊科技：範圍包括規格、分析、實施、評估、紙本使用、電子系

統與工具；(4)資訊評估與政策：範圍包括法律與管理議題、專業與倫理議

題、國際與資訊轉換、地方、國家和國際資訊政策與問題；(5)管理與移轉

技能：人力資源管理、訓練與發展、財務預算管理、統計分析、研究方法、

專案管理、當地語言與外語能力、人際溝通技巧。(註33) 

2007 年，歐洲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課程計畫(European LIS Curriculum 
Project)所產生之核心課程中，以資訊尋求與資訊檢索、圖書館管理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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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知識組織、知識管理 4 項獲得普遍認同，本研究將此項最新計畫研究

成果納入課程芻議規劃參考。(註34) 

臺灣方面，1997 年陳雪華教授、黃慕萱教授、林珊如教授、陳光華教

授、黃麗虹博士等人由教育部委託從事圖書館學系核心課程之規劃研究中

提出圖書資訊學 5 個主要領域名稱、領域內涵與核心領域課程名稱，其中

基礎類科目為「圖書資訊學導論」，為各領域的交集，代表進入各領域前

的基礎；其餘 5 個核心領域分別為(1)資訊與資源領域：主要內涵為了解各

類型資源，核心課程為「館藏發展」、「參考資源」；(2)組織與分析領域：

了解資訊組織與分析，核心課程為「主題分析」、「資訊組織」；(3)使用

者與服務領域：了解使用者認知心理、資訊尋求行為，核心課程為「讀者

研究」、「資訊服務」、「參考資源」；(4)資訊科技與應用領域：了解資

訊科技及其應用，核心課程為「資訊檢索」、「系統分析」，另外，此領

域學者認為「資訊傳播」、「資訊科技」、「資訊媒體」亦可列入核心課

程；(5)系統與管理領域：了解系統的規劃、執行與評估，核心課程為「圖

書館管理」、「系統分析」。(註35) 

臺灣各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課程設計方面，列舉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系(簡稱臺大圖資系)、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簡稱淡江資圖系)、輔仁

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簡稱輔大圖資系)、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簡稱世新資

傳系)為例，進行臺灣現有圖書資訊學課程領域分析。 

臺大圖資系之課程主要分為(1)基礎課程；(2)讀者服務相關課程；(3)
技術服務相關課程；(4)電腦與資訊檢索相關課程；(5)組織與管理相關課

程；(6)其他；各項均有其相關必修與選修課程。(註36)輔大圖資系之課程

主要區分為(1)資訊與資源，包括各類型機構探討與各類型資源探討；(2)
使用者與服務；(3)資訊科技與應用；(4)圖書資訊發展史。(註37)淡江資圖

系之課程主要分為(1)基礎課程；(2)應用課程，例如索引及摘要、圖書館實

習；(3)資訊科學相關課程，例如資訊概論、網路資源與應用；(4)媒體科技

與傳播相關課程，例如科技傳播概論、多媒體技術與應用等。(註38)世新

資傳系除了必選修課程外，另外設立二學程，分別為數位資源學程及知識

產業學程。(註39) 

臺灣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課程規劃現況方面，各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之課

程因其教學目標而異，以下列舉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簡稱臺大圖資

所)、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簡稱政大圖檔所)、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簡稱師大圖資所)、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簡稱中

興圖資所)為例進行臺灣現有圖書資訊學課程領域分析。各所之課程主要區

分為(1)必修課程；(2)非本科系畢業之研究生先修課程；(3)選修課程；(4)
其他課程；(5)非本科系畢業之研究生可選修課程 5 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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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圖資所之課程主要分為(1)研究方法相關課程；(2)圖書館學相關課

程；(3)目錄學相關課程。(註40)政大圖檔所之課程主要分為(1)圖書資訊學

類；(2)檔案學類；(3)資訊科技與管理類。(註41)師大圖資所之課程主要分

為(1)資訊社會；(2)方法；(3)圖書資訊使用者研究、學習與教學研究；(4)
圖書資訊管理、科技應用、機構管理與行銷；(5)引導研究。(註42)中興圖

資所之課程主要分為(1)基礎核心能力；(2)技術服務；(3)讀者服務；(4)基
本資訊技術；(5)數位圖書館；(6)行政管理；(7)研究能力。(註43) 

臺灣圖書資訊學系所目前所開設之課程領域主要包括(1)基礎課程；(2)
讀者服務相關課程；(3)技術服務相關課程；(4)電腦與資訊檢索相關課程；

(5)組織與管理相關課程等 5 項，研究所主要強調研究能力、使用者需求與

行為研究等。 

綜合上述圖書資訊學標準與臺灣圖書資訊學系所實際狀況，整體而言

以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所提出之 10 大核心課程架構較為全面、具

體，大致包含各標準之相關課程核心內涵與臺灣圖書資訊學系所課程設計

現況，因此本研究以此及歐洲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課程計畫之重要核心課

程為基礎，擬訂課程芻議。建議芻議第三項課程如下： 

表 4-3 課程芻議 

草案 參考依據 
課程設計以教育目標為基礎，透過教師傳授，提供學生理

論、原則、實務及價值的研究。課程重點為以人、資訊科技、

服務為主軸，研究資訊與知識，促進其管理與利用之服務與技

術。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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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資訊場域服務與管理。 

3.1 課程原則 

3.1.1 課程能提供圖書館與資訊專業人員發展，使其在服務機

構中扮演重要角色。 
3.1.2 提供學生建構連貫的學習計畫，讓個人需求與學校專業

學程相符，養成職涯所需能力。 
3.1.3 學校提供適當的雙學位學程、科技整合課程、實習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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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快速變遷的多元文化社會的各項社群需求。 

 
1. ALA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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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回應快速變遷的科技與全球社會的需求。 
3.1.8  提供本學門未來發展方向。 
3.1.9  促進專業繼續成長。 

3.2 課程結構 

    圖書資訊學系所為配合教育目標提供的課程結構主要包

括如下： 
3.2.1  專業倫理。 
3.2.2  建立資源。 
3.2.3  知識組織。 
3.2.4  科技知識。 
3.2.5  知識傳播的服務。 
3.2.6  累積知識的教育與終身學習。 
3.2.7  探求知識的研究。 
3.2.8  資訊機構管理。 

3.3 核心課程 

圖書資訊學課程包括下列核心領域： 
3.3.1  資訊環境；資訊政策及倫理；以及資訊發展歷史。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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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 
3.3.6  資訊資源管理及知識管理。 
3.3.7  資訊研究、分析與解釋。 
3.3.8  圖書館與資訊機構管理。 
3.3.9  資訊與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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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與量化評鑑。 

 
 
 
 
2. ALA    
 Stat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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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tencies 
 
 
 
 
 
 
 
3.IFLA 指南 
4. European    
  LIS    
  Curriculum  
  Project 

第六節 教師 

學校教育透過教師達成教學目標，因此，教師於教育活動中扮演相當

重要的角色，成為教學活動成敗關鍵之一。美國圖書館學會(ALA)之<2008
年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認可標準>中談到以下 6 層面，(1)教師聘用

政策：應有明確的教師任用政策與標準，作為專任教師升遷的依據，且應

接納多元學科與多元文化。專任教師資格審查包括其持續性的研究成就記

錄，或者其他適當的學術成就。(2)專任教師：應有合格的所屬機構任用資

格，人數應充足，並應具有不同的學科專業，擔負主要教學、研究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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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活動服務。(3)兼任教師：兼任教師應與專任教師相互補，特別在專業

學科方面，兼任教師能增強課程品質及多樣性。學校依任用、升遷及鼓勵

教學、研究與服務創新，說明教學、研究及服務的優先權，並提供激勵學

習與研究的環境。 

(4)教學工作分配：分配教師課程時應該考量教師教學所需花費之時

間、與學生討論之時間、研究時間與專業發展時間，以及相關制度與服務。

(5)教師群的特色如下：最高學位來自不同學術機構、具備不同的學科背

景、具有研究能力、具備規劃與評鑑能力及經驗、樂於和其他學科教師交

流溝通、和本專業學科組織保持密切聯繫、營造良好的學習環境以完成專

業學程之教學目標。(6)教師評鑑：學校應建立相對應的系統化教師評鑑程

序，評鑑教學、研究及服務的成效及創新程度，相關政策、教師、學生及

其他相關人士均包括在評鑑的過程中。(註44) 

    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教育學程指南>則
提出以下 4 項原則：(1)大學教師：大學教師人數應該充足，以實踐教學單

位目標。(2)教師職位：教育單位應有明確的教師任用政策與標準，作為專

任教師升遷的依據，此外，應訂定教師持續進修政策及專業成長政策，檢

視教師教學情形及教學方法。(3)兼任教師：除了重視兼任教師品質外，最

好能與專任教師相互補，且兼任教師之聘用應與整體政策、發展一致。(4)
行政人員：行政人員包括辦事員、秘書、技術人員，仍應有一定的品質，

且人數應充足，以支援教師的需求。(註45) 

上述之美國圖書館學會(ALA)與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二標準之

教師指南架構與內容相似，本芻議參考上述二標準，建議芻議第四項教師

如下： 

表 4-4 教師芻議 

草案 參考依據 

學校透過教師傳授達成課程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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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教師能增進課程品質與多樣性，學校在任用與升

遷應說明教學、研究及服務的優先順序，並透過引發式的學習

與研究環境，鼓勵教學、研究與服務的創新。 

4.1 教師聘用政策 

    應有明確的教師任用政策與標準，作為專任教師升遷的依

據，且應接納多元學科與多元文化。專任教師資格審查包括其

 
1. ALA 標準 
2.IFLA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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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的研究成就記錄，或者其他適當的學術成就。 

4.2 專任教師 

    應符合所屬機構人員任用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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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與專任教師互補，且配合學校一貫之任用、升遷準則。

4.4 教學工作分配 

   教師之工作分配應依照其能力及興趣，以及專業學程的需

求；應考量教師教學、研究、專業發展、服務的時間投入與維

持平衡。 

4.5 行政人員 

    行政人員包括助教、辦事員、秘書、技術人員等，應有一

定的數量與品質，以支援教師的需求。 

4.6 教師評鑑 

    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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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評鑑政策、教師、學生及其他

相關人士應包括在評鑑過程。 

第七節 學生 

學生為教育活動中的主角之一，為教育活動的主要對象，因此，教學

活動亦應考量學生入學許可、政策、支援、評鑑等層面。以下將針對美國

圖書館學會(ALA)之<2008 年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認可標準>與國

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教育指南>中所訂定之學

生相關內涵及臺灣圖書資訊學系所相關現況進行探討。 

國外標準方面，美國圖書館學會(ALA)之<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

認可標準>中談到 6 項相關準則，包括(1)學校在制定學生選取、入學許可、

財務支援、職業介紹及其他學術性管理政策時，應與學校任務、專業學程

目標一致，以及反映出課程需求及價值。(2)學校應提供學生與大眾即時、

正確及易於取用的資訊，包括學程目標陳述、課程描述、教師背景資訊、

入學許可需求、經費支援、學生成績評量依據及其他政策及程序。(3)入學

許可的政策應該保持一致，學生申請入學許可前，應先獲得合格的高等教

育機構之學士學位。學校選擇學生時，應該考量多元文化、種族、語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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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4)學校應提供學生建立連貫學習課程，不只滿足個人需求與目標，

也符合學程設計目標，實踐程度評估是系統化、多面向的，且應不斷地提

供指引、討論與課程協助機會。(5)學校應提供學生參與及分享學習經驗的

環境，此外，應讓學生有機會組成學生團體，並參與相關政策訂定、修正

與解釋。(6)學校應建立一套有系統的評量程序，評量學生是否達成既定目

標，並以此進行課程改善。在此程序中，教師、學生、職員及其他相關人

士均應包括在內。(註46) 

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教育學程指南>談
到下列 4 項方針：(1)教學單位政策：包括入學許可、經費支援、學生分班

與其他教學、管理單位所訂定之學生相關政策應與教學目標一致，不應有

任何歧視。(2)入學許可：教學單位應訂定明確的入學許可依據，例如興趣、

智力、教育背景、多樣性等條件均應明確的描述，且入學許可的標準最好

能一致。(3)學習計畫：教學單位應提供學生諮詢顧問，使學生能建立一套

連貫的學習計畫，與其生涯目標相符。(4)成果評鑑：教學單位應有正式的

文件描述其規定，讓學生及未來的就學生了解教學單位的要求，當學生達

成要求時，應授予學生學位與畢業證書。(註47) 

臺灣方面，目前臺灣圖書資訊學系之入學制度分為推薦甄試與考試分

發二種。推薦甄試係由學生依照各系所規定及學科測驗成績，決定其所欲

申請之學校，並依各系所之規定寄送相關資料予系所審查，有些學校尚需

透過面試，決定學生錄取與否。考試分發則依照系所事先訂定之分數採計

方式及學生所選填之志願，進行分發動作，圖書資訊學系無法了解學生之

意願、學習計畫等項目。 

此外，各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之網頁均清楚說明其招生相關規定與資

訊，各所之入學限制為(1)教育部立案之本國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者；(2)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者；(3)具有同等學力者。

各所之入學方式主要分為推薦甄試與入學考試，推薦甄試通常由各所訂定

成績、班排名等資格限制，符合規定之學生得依系所規定進行報名及審查

資料繳交，審查資料方面，各研究所通常要求項目包括自傳、讀書計畫、

小論文撰寫等。入學考試方面，除學校規定之指定考科(例如國文、英文)
外，各所可依其目標訂定欲考之科目，筆試通過後，大多系所要求進行第

二階段面試，最後按成績排名及招收人數進行錄取動作。 

以臺灣目前所實施之制度而言，圖書資訊學系推薦甄試之入學方式與

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教育學程指南>較為相

符。本芻議將綜合分析國外標準中學生指南與臺灣圖書資訊學系所之現

狀，擬訂學生指南芻議。建議芻議第五項學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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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學生芻議 

草案 參考依據 

    系所應訂定有關學生招生考試、獎助學金、就業輔導及

學術性管理相關政策，並與教育任務、專業學程目標一致，以

及反映課程的需求與價值。系所應提供學生與社會大眾相關資

訊，包括學程目標、課程陳述、教師陣容、招生考試、獎助學

金、學生成績評量及其他相關法規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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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說明，內容

包括招生考試、獎助學金等，各項資訊應力求公開與公平。 

5.2 招生考試 

   系所應訂定明確且一致的招生考試規範，包括成績計算、

興趣、智力、教育背景等要求。 

5.3 學習規劃 

    系所應協助學生建立一套與生涯目標相符且連貫的學習

計畫。 

5.4 學習環境 

    系所應該提供學生參與及分享學習經驗的環境，應讓學生

有機會組成學生團體，並參與相關政策訂定、修正與解釋。 

5.5 畢業要求 

    教學單位讓學生及有興趣就學人士了解修業與畢業要

求，當學生完成修業要求時，應該授予學位證書。 

5.6 學習評量 

    學校應該建立有系統的學生學習評量制度，評量學生是

否達成既定目標，作為課程改善基礎。教師、學生、職員及其

他相關人士均應包括在學習評量程序內。 

 
1.ALA 標準 
2.IFLA 指南 
 
 

第八節 行政管理與財務 

行政管理與財務為教學單位、教學目標實踐之根基，唯有完善的經營

管理政策、準則，以及充足的經費支持，才能引領教學單位達成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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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各圖書資訊學教學單位因學校政策、環境與條件之不同，而起於不同

之立足點，但美國圖書館學會(ALA)與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仍制定

相關原則供圖書資訊學教育單位參考，其準則與內容概況如下。 

美國圖書館學會(ALA)之<2008 年圖書館與資訊研究碩士學程認可標

準>中提及系所之行政管理與財務準則應包括以下內涵：(1)系所為獨立的

學術單位，有足夠的自主權，依據學校的準則決定課程內容、教師的選擇

與升等、學生的錄取等。(2)學校的教職員、學生和其他同等單位一樣，有

平等的機會參與學校決策，並給予相關的建議。學校的行政單位和其他學

術單位提升智識環境，並支持跨學科互動，鼓勵所屬機構參與。(3)行政主

管應該與機構內其他相似單位擁有一樣的頭銜、薪資與權力，具備領導技

巧、管理能力與經驗，並了解專業學科之發展及其應盡之責任。 

(4)學校的管理者及其他職員應該充足，以支援行政主管及教師，使其

能擔負其職責。(5)學校應提供充足的經費支持，以維持認可標準所規定的

各項原則，促進圖書館與資訊科學教育的發展。(6)管理者、教師、行政人

員的薪水應依照其教學、經驗、責任、成就及達成教學目標的程度等項目

給予不同的薪資。(7)對圖書館學校教師的研究計畫、專業發展、出差、離

職等相關費用應該與其他相似的部門一致。此外，所屬機構對學生的經費

支援也應該與其他單位一致。(8)學校的系統化規劃及評鑑程序時，應該檢

視管理政策、經費政策及經費支援，在既定政策下，教師、職員、學生及

其他相關人士均包含在評鑑過程之中，評鑑將不斷持續，且被用來改善及

未來規劃基礎。(註48) 

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教育學程指南>則
提出 5 項準則，包括(1)組織：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教育單位應與其它相關

的專業、學科交流，且應於管理組織中佔有一席之地，以維護其教學自主

權。(2)教學單位管理者：教學單位的領導者應為權威、專業的人士，同時

具備行政與教學經驗，以及教學、管理及領導能力。(3)決策權：所有的決

策應以明確的公共政策為基礎，且應鼓勵教師、學生、職員參與決策，相

關活動應以正式文件紀錄。(4)財務支援：教育單位應該有充足的經費支

援，以維持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課程達到理想狀態，每年的預算應由教學

單位領導人統一控管，經費支持對象應包括相關教師、管理人、行政人員、

教學資源等。(5)規劃與評鑑：教學單位應有明確的發展、規劃及評鑑過程，

這些過程應包括政策檢視整體社會中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之改變，教職員

及學生應該參與規劃及評鑑的活動，使整體教學計畫符合國家之教育或其

他專業認證需求。(註49) 

綜上所述，本芻議建議第六項行政管理與財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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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行政管理與財務芻議 

草案 參考依據 

行政管理與財務為教學單位、教學目標實踐之根基，唯有

完善的行政管理政策、準則，以及充足的財務支援，才能引領

教學單位達成教育目標。 

6.1 行政管理 

6.1.1  系所在學校中為獨立的學術單位，具充足的自主權，依

據學校的準則決定課程內容、教師聘用與升等、學生錄

取等，學校提供系所、學程相關的資源及管理支持。 

6.1.2  系所的教職員、學生和其他單位相同，享有平等機會參

與學校決策，並給予相關建議。學校的行政單位與其他

學術單位提升智識環境，並支持跨學科互動，鼓勵各系

所參與。 

6.1.3  系所的主管應與學校的其他系所擁有相同的頭銜、薪資

與權力。且應具教師資格，具備領導力、管理能力與經

驗，了解專業學科發展及其責任。 

6.1.4  學校的管理者及行政人員數量應充足，以支援行政主管

及教師擔負職責。行政人員協助完成學校任務、學程目

標與宗旨，在制度架構下，學校採用行政主管及教師之

決策與程序，並定期評估程序，採用結果。 

6.2 財務支援 

6.2.1  學校應提供充足的經費支援，以維持標準所規定的各項

原則，促進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發展。經費支援包括研究

及服務相關的基本經費需求，並考量教師人數、管理者

與行政人員、教學資源及設備需求等因素。 

6.2.2  管理者、教師、行政人員應依據其教學、經驗、責任、

成就及達成教學目標績效等表現敘薪。 

6.2.3  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師的研究計畫、專業發展、離職等相

關經費應與其他系所一致。此外，學校對學生的經費支

援也應該與其他系所一致。  

6.2.4  學校實施系統化規劃及評鑑程序時，應檢視管理政策、

經費政策及經費支援，在既定政策下，教師、職員、學

 
1.ALA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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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其他人均包含在評鑑的過程之中，將不斷持續評鑑

以用來改善教育現況及應用在未來規劃。 

第九節  教學資源與設施 

教育活動中，教學資源與設施相較於其他項目或許較不具重要性，但

卻也是教學品質形塑之關鍵。美國圖書館學會(ALA)之<2008 年圖書館與

資訊研究碩士學程認可標準>中談到系所之教學資源與設施指南如下：(1)
教學資源及設施應該充足，以支持教學單位完成其目標。(2)硬體設備方

面，應提供教師及學生完善的教學環境，增加研究、教學、服務、諮商及

溝通的機會，並促進專業學程的管理效率與效益。(3)教學及研究設備服務

方面，應該符合教師與學生的需求，包括圖書館及多媒體資源檢索服務、

電腦及其他資訊科技、支援獨立研究及多媒體製作設施等。(4)圖書館、視

聽媒體中心及資訊科技設施等相關支援性設備的人員、服務應該充足，且

不論其形式或傳遞方式，應便於各種有需求的使用者使用。(5)學校的計劃

及評鑑程序包括檢視取用教學資源的便利性、教學設施傳遞方式等。(註50) 

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之<圖書館與資訊專業教育學程指南>則
依資源類型訂定 4 項準則：(1)圖書館資源：圖書館的資源應該充足、易取

用，讓課程、研究計畫、教師能適時取用資源。(2)資訊科技資源：電腦軟

硬體及綜合性資源應該充足，供應教職員、學生使用，滿足其課程及研究

需求。(3)網路資源：應提供教職員、學生適當的管道取用網路資源，網路

教學相關的政策與提升圖書館員重視資訊自由相關研究，應有正式文件或

出版品加以描述。(4)實體設施：教育機構的實體設備應提供教職員、學生

充足的空間，讓其實踐目標。(註51) 

美國卡洛格基金會(W.K. Kellogg Foundation)與美國圖書館與資訊科

學教育學會(Associ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簡稱

ALISE)於 2000 年所提出之<21 世紀圖書館與資訊科學專業人員教育

Kailper 報告>(Educati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rofessionals for a 
New Century: the Kailper Report)具體提出圖書館與資訊科學課程未來的 6
大變革趨勢，其第 3 點談到圖書資訊學課程將融入資訊科技，學生利用電

腦實驗室學習各種軟體、線上檢索、網頁設計、整合媒體創作等；第 5 點

談到圖書資訊學學校與學程提供各種不同形式的教學方式，例如透過網際

網路進行遠距教學、跨校選課、與國外大學合作等。(註52)由此二趨勢可

了解到圖書資訊學教育管道日益多元化，相對地，各圖書資訊學系所對各

種電腦軟硬體之需求亦日益增加，「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完善的電

腦軟硬體設備是促進教學活動多元化之關鍵。 

    由於國際圖書館學會聯盟(IFLA)所提出之教學資源與設施層次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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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臺灣整體之圖書資訊學系所教育環境已符合，甚至超過其原則，因此

本研究中，圖書資訊學系所之教學資源與設施部份主要以美國圖書館學會

(ALA)之標準為基礎，融入 21 世紀圖書館與資訊科學專業人員教育 Kailper
報告之發展趨勢，期望教育管道能突破以往學校、教室之藩籬，朝向數位

化、多元化發展。本芻議建議第七項教學資源與設施如下： 

表 4-7 教學資源與設施芻議 

草案 參考依據 
    圖書資訊學系所應提供師生取用便利與豐富的教學資源

設施，滿足教學與研究需求，並促進教學數位化、多元化發展。

7.1  教學研究資源與設施應該充足，以支持教學單位完成其

目標。硬體設備方面，應該提供教師及學生完善的教學

環境，增進研究、教學、服務、諮商及溝通，並促進專

業學程有效管理。 

7.2  教學及研究設備服務，應符合教師與學生的需求，包括

圖書館及多媒體資源檢索服務、電腦及其他資訊科技、

支援獨立研究及多媒體製作。 

7.3  圖書館、視聽媒體中心應提供充足的資訊設施、人員與

服務，並供應各種形式的傳遞方式，滿足使用者需求。

7.4  學校的規劃與評鑑程序包括檢視取用教學資源的便利

性、教學設施傳遞方式等。適當的政策、教師、職員、

學生及其他項目均包含在評鑑過程中。 

7.5  資訊科技融入專業課程，俾利學生使用電腦實驗室的各

種軟硬體設施，以從事線上檢索、網頁設計、與整合媒

體創作。 

7.6  各項教學資源與設施應支援圖書資訊學課程，提供各種

形式的教學研究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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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LA 標準  
 
 
 
 
 
 
 
 
 
 
 
 
 
 
 
2. Kailper 

Report 
 

 

註釋 

                                                 
註1  王梅玲，英美與亞太地區圖書資訊學教育(臺北市：文華圖書管理，

民 94)，頁 14。 
註2  介紹資料綜合以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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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立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http://ic.shu.edu.tw/>(檢索日期：

2007 年 8 月 31 日)。 
     「私立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http://www.hcu.edu.tw/ hcu3/ 

content/ lis01/content/act/act01.asp?sn=10>(檢索日期：2007 年 8 月

31 日)。 
   「私立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所」，<http://163.13.175.1/> (檢索

日 期：2007 年 8 月 31 日)。 
   「私立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http://www.lins.fju.edu.tw/ >(檢

索 日期：2007 年 8 月 31 日)。 
   「國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http://www.nchu.edu.tw/~gilis/> 

(檢索日期：2007 年 8 月 31 日)。 
   「 國 立 政 治 大 學 圖 書 資 訊 與 檔 案 學 研 究 所 」，

<http://www.lias.nccu.du.tw/>(檢索日期：2007 年 8 月 31 日)。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http://www.ntnu.edu.tw/ace/>(檢

索 日期：2007 年 8 月 31 日)。 
   「 國 立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社 會 教 育 學 系 」 ，  

<http://www.ntnu.edu.tw/ace/>(檢索日期：2007 年 8 月 31 日)。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http://www.ntnu.edu.tw 

/GLIS/>(檢索日期：2007 年 8 月 31 日)。 
註3  王梅玲，「臺灣圖書館教育史(1954-2007 年)」，臺灣圖書館事業與教

育史研討會論文集(民 96 年 5 月)：70-80。 
註4  「國立臺灣大學知識管理學程修習辦法」，<http://www.lis.ntu.edu.tw/> 

(檢索日期：2008 年 3 月 1 日)。 
註5  私立輔仁大學，「輔仁大學文學院中國古籍整理學程」，

<http://www.lins.fju.edu.tw/lins/portal/main.html> (檢索日期：2008 年 3
月 1 日)。 

註6  私立世新大學，「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課程規劃」，

<http://ic.shu.edu.tw/index.php?code=list&ids=13&menu_id=15 > (檢索

日期：2008 年 3 月 1 日)。 
註7  楊美華，「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的省思」，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 30：

2(民 93 年 10 月)：46-58。 
註8  同註 3，頁 80-82。 
註9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008,＂ 
<http://www.ala.org/ala /accreditation/accredstandards/ standards_2008.     
pdf >(Retrieved 2008/3/15). 

註10 IFLA's Professional Board, ＂Guidelines for Professional Library 
Information Educational Programs 2000,＂ <http://www.ifla.org/VII/ 
s23/ bulletin/guidelines.htm> (Retrieved 20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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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Procedures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Courses 2002,＂ <http://www.la- 
      hq.org.uk/ directory/careers/jai.pdf > (Retrieved 2007/6/10). 
註12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inal Phase 1 Subject Standards Statement in 

22 Subjects(London: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2000), 3. 

註13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2000,＂ <http://www.la-hq.       
org.uk/directory/careers/jai.pdf > (Retrieved 2007/6/10). 

註14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1992,＂ 
<http://eric.ed.gov/ERICWebPortal/custom/portlets/recordDetails/       
detailmini.jsp?nfpb=true &_&ERICExtSearch_SearchValue_0=ED       
358852&ERICExtSearch SearchType_0=eric_accno&accno=ED358852>    
(Retrieved 2007/6/10). 

註15 同註 13。 
註16 周寧森，圖書資訊學導論(台北市：三民書局，民 80)，頁 5。 
註17 胡述兆，圖書資訊學導論(台北市：漢美，民 94)，頁 14。 
註18 吳美美，「重新定義圖書館與圖書資訊學」，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會訊 19 期(民 91)：10-14。 
註19 同註 1，頁 25。 
註20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發展重點」，< http://www.glis.ntnu.    

edu.tw/webpage/object.htm>(檢索日期：2008 年 2 月 10 日)。 
註21 同註 9。 
註22 同註 10。 
註23 同註 13。 
註24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學目標」，<http://www.lis.ntu.edu.tw/>       
      (檢索日期：2008 年 2 月 10 日)。 
註25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學目標」，<http://web.lins. fju.edu.tw/    

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122&forum=88&&viewmode 
compact> (檢索日期：2008 年 2 月 10 日)。 

註26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教學目標」，<http://www.dils. tku.edu.tw/ 
      function/aim.htm> (檢索日期：2008 年 2 月 10 日)。 
註27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學目標」，< http://www.glis.nt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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