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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本研究藉由探討編目館員的職涯發展，了解編目館員面對職涯機會的選擇、規劃，各階

段的學習與蛻變，探討職涯過程中正式的編目教育、繼續教育和職場的非正式學習對專業成

長的影響。國家圖書館於 2009 至 2011 年選拔三屆共 30 位圖書館績優編目工作人員，本研究

資料來自其中 14 位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之深度訪談結果。本研究根據這些深度訪談資料

歸納出四個結論：(1) 績優編目館員多數因大學聯考分數落點就讀圖書資訊學系，但在學時即

已有擔任圖書館員之意願，並於進入職場後逐漸學習根據個人意願規劃職涯；(2) 績優編目館

員雖然肯定大學編目教育，但咸認良好的實習經驗可建構館員專業知能與信心；(3) 編目館員

之職場學習重視以一對一的帶領方式、對繼續教育的需求與管道因個人需求與工作單位政策

而異，職涯發展路徑以員額規模較大之大學圖書館最具發展性；(4) 績優編目館員追求工作的

完美與個人之成就感，秉持學習、創新的態度執行業務，發展出資訊組織專業職務與資訊科

技管理能力。最後，本研究針對圖書資訊學教育、大學圖書館、圖書資訊學專業學會、國家

圖書館與編目館員提出建議。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library catalogers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career opportunities, career planning, learning and 

transformation at each stage,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ormal cataloging education, continu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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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informal workplace learning on their professional growth. The data for this study 

comes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4 university library catalogers out of the 30 library catalogers 

elected and awarded by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from 2009 to 2011 for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The in-depth interviews suggest four conclusions: (1) although most of the catalogers majored 

in library science due to their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 scores, they were willing to become 

librarians during their college years and, after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gradually focused on career 

development; (2) catalogers think highly of their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consider the training 

received during their internships important for instilling in them a sense of professionalism and 

confidence at work; (3) catalogers are usually trained in the workplace with a one-on-one coaching 

model; in addition, their learning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depend on their 

personal desires as well as institutional policies, with catalogers working at large university libraries 

having the most opportunities for career development; (4) outstanding catalogers always pursue 

excellence and achievement at work, and their constant learning and innovative attitude helps them 

increase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Finally, this study makes several suggestions to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library science associations,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d catalogu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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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是圖書館業務的核心，提供圖書館各項服務的基礎，而負責建置目錄的編目館員

必須追隨資訊技術的腳步，掌握全球編目的潮流，配合使用者的需求，不斷地提升目錄的

各項功能，也要培養自身之編目知能與資訊素養。然面對今日科技的進步與經費緊縮，圖

書館業務重組，不僅編目館員的工作範圍擴及資訊組織之外，部分編目館員也逐漸走向幕

前，導致原本已在書目數量與書目品質要求下奮戰之編目館員，更要因應人事凍結、遇缺

不補，面臨主管單位以「共體時艱」之要求，支援任務編組、讀者服務與應付未來可能的

變化。 

基於資訊環境不斷的變化和相關行業的激烈競爭，編目館員必須發展多元化的專業能

力，以確保未來就業和發展的機動性，而發展多元化的專業能力始於職涯發展的規劃

（Thornton, 2010）。職涯規劃是根據個人興趣、能力，以及性向的範圍內，找到一分能夠

滿足自我價值需求的工作，並且在工作、家庭、休閒、生活職業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以

期在物質及精神層面皆具有良好的生活品質（張添洲，2007）。在職涯發展的過程中，由

於個人所從事的行業與其環境交互作用而隨時間產生統整，在個人工作的性質、專業能

力、職位的晉升，可能有連貫的成長或者在心理需求和工作態度可能發生改變（孫國華，

1997）。 

美國多數大學圖書館將工作職務分為公共服務部門和技術服務部門，個人一旦進入組

織，通常被歸入這兩個領域之一，被視為該領域的專業人員，兩者之間很少流動。尤其個

人獲得終身職後，其職涯職務更不會有變化（Kong & Goodfellow, 1988）。但是，近年圖

書館傳統工作的分界已被經濟、科技及管理等因素模糊了，許多編目館員開始從事讀者服

務。理論上，此種改變的優點在於編目館員對主題標目的徹底瞭解，更能幫助讀者找到所

需資料，並透過同仁及讀者使用館藏目錄的情況，直接感受編目作業的成果，並與其他同

仁有更多的交流。其次，工作的改變不僅增加學習，亦可藉不同性質的工作提升因職務倦

怠而消失的熱忱與精力（Folsom, 2000）。那麼編目館員是否樂於面對工作內容的改變？

是否能藉此獲得更多的專業成長？ 

隨著編目規範不斷演變，資訊技術的突飛猛進，國內外學者逐漸感覺新進編目館員水

準不若當年（王梅玲，2007；Anthony & Garbs, 2005; Elrod, 2008）。那麼問題核心之編目

館員，是如何看待與處理這些問題？其次，在編目館員之職涯歷程中，學校教育、繼續教

育與工作中的學習，對其專業能力與專業成長扮演何種角色？ 

本研究藉由探討編目館員的職涯發展，了解編目館員面對職涯機會的選擇、規劃，各

階段的學習與銜接，探討過程中正式的編目教育、繼續教育和職場的非正式學習等因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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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成長的影響，最終目的乃在於呈現編目館員在這些歷程中之專業成長。因此，歸納前

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我國編目教育與編目館員專業能力養成之關係。 

（二）分析我國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職涯規劃、職涯發展路徑與職涯階段特徵。 

（三）探究我國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圖書館職涯發展的專業成長方式。 

（四）分析我國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之專業能力。 

 

基於今日書目世界持續的變化，Johnson（2002）主張專業教育、在職訓練、專業生

涯規劃、繼續教育、工作經驗、個人技能、專業活動的參與、個人對專業的興趣等，為職

涯階段銜接所需的特定元素。因此，探討編目館員於職涯發展歷程中，在正式教育、繼續

教育和職場學習中，如何養成專業能力，對未來大學圖書館編目館員的職涯發展與專業成

長之規劃與施作，應有其參考功能。 

 

Super（1957）主張職涯是個人一生所從事工作的過程，同時也是人一生中所扮演之一

系列角色的組合，這些角色包括：兒童、學生、休閒者、市民、工作者、配偶、家庭主婦、

父母、老人等類型，也是個人終其一生與工作有關之經驗和活動的態度和行為（Hall, 1976）。

至於傳統中國人對職涯的觀點，金樹人（1997）認為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指生活，是

某類市井小民的生活方式，第二個層次是個人用來謀生之事業，或稱之「生計」。人們從

事工作或許由謀求生計為出發點，但過程中卻可能發展、衍生出對個人生命的追尋與期許。 

Schein（1968）認為階段性的職涯發展，可視為個人與組織的雙向互動模式，因為在

個人經歷職涯轉換時會影響組織，同時也受組織影響。其次，個人於組織社會化過程中，

各職涯階段存在著轉換時期，會在一些關鍵時刻實現特定的功能，而個體也會藉由本身的

創發性來影響組織。因此，Schein 由職涯轉變的觀點提出職涯圓錐（career corn）的立體

模型，以職能廣度、階級高度與核心深度等三向度，說明個人在同一組織之職涯發展模式。 

Lent 與 Brown（2013）綜合多位學者的論述，主張職涯發展可視為人們整個生命歷程，

從兒童階段對工作世界的知識，一直持續到成人階段獲得正式和非正式的經驗、能力、興

趣、價值觀的產生等，透過個人工作的發展，從進入職場、調整工作、達到工作顛峰、銜

接到退休階段的動態性變化歷程。 

 

在職業選擇領域最早的理論是 Parsons（1909，轉引自吳芝儀，2008，頁 58）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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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因素理論，其基本立論假定個人特質與工作要求條件可相互適配，以找出理想的職

涯；Roe（1957）從 Maslow 的心理需求階層理論提出職涯選擇需求理論；Vroom（1964）

認為個人面臨工作抉擇時，具有最高激勵力（motivational force）之工作將成首選；

Krumboltz、Mitchell 與 Gelatt（1975，轉引自吳芝儀，1996）主張職涯選擇的社會學習理

論會兼顧心理與社會的作用；Holland（1985）認為職業選擇是一個職業與個人適配的過

程，故提出職業人格和生涯選擇理論；Betz 與 Fitzgerald（1987）主張工作經驗、學術成

就、角色楷模與他人鼓勵，會直接影響女性對工作的態度、對自我的態度與性別角色態度。 

 

一般工作者之職涯階段理論，通常將人們的一生歸納為數個階段，說明他們在這些階

段的學習與任務，提出此類論述之學者包括：Miller 與 Form 於 1951 年提出之畢生事業五

階段，包括：準備階段、最初階段、嘗試階段、穩定階段與退休階段，是描述典型工作者

畢生事業的模式（Miller & Form, 1964）；Ginzberg 等人提出職業選擇之三階段發展論，各

階段皆有不同之特色和任務（Ginzberg, Ginsburg, Axelrad & Herma, 1951）；Super（1957）

職涯發展五階段理論，包含：成長階段、探索階段、建立階段、維持階段與撤退階段，說

明職涯發展乃在發展自我，完成自我之目標；Greenhaus（2000）職涯歷程五階段說，包

含：準備工作階段、進入組織階段、職涯早期階段、職涯中期階段與職涯晚期階段，用以

檢視人們職涯發展之相關議題。 

在圖書館員職涯發展歷程的相關研究中，Pollack 與 Brown（1998）從館員的職涯發

展歷程建構四階段繼續教育需求的架構；羅思嘉（1999）主張具大學圖書資訊學文憑的專

業館員，在不同階段對專業能力發展有不同的需求，故綜合國內情況，仿 Super（1957）

將館員的專業發展劃分為五階段，說明館員不同職涯階段專業能力發展；Stueart、Moran

與 Morner（2007）係以具備 MLS 文憑之館員為對象，其職涯發展涵蓋個人職業有關的過

程，每階段職涯都有不同的需求與發展任務，從而產生個人獨特的經驗，且隨年齡的增長

與經驗的累積增添有利的職業機會，促進個人成長並發展專業能力，滿足職涯發展的任務

目標。 

 

編目館員的養成，首賴圖書資訊學校之專業基礎教育，做為進入職場之憑藉（Stueart, 

Moran, & Morner, 2007）。根據美國學者 Joudrey（2002）分析 1986~2000 年、Joudrey 與 

McGinnis（2014）分析 2005~2013 年該國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編目相關課程的研究論文發

現，此階段修習之編目專業課程，除了被列為必修之分類編目或資訊組織課程外，前者在

選修課程包括：技術服務、編目進階課程、主題編目、描述編目、分類理論、特殊資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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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非書和網路資源編目）、索引法、編目技術與其他（實習、樂譜編目、索引典建置、

期刊編目）等，至於後者僅在原有選修課程增加一門詮釋資料。而我國圖書資訊學系大學

部的編目相關課程，在 1987 年包含中文分類與編目 6 學分、西文分類與編目（一）和（二）

二門課 12 學分（藍乾章，1987）；在 1995 年陳昭珍調查當時五所圖書資訊學系編目相關

課程，包括分類編目、索引與摘要、資訊儲存與檢索、資料庫管理系統等資訊課程（陳昭

珍，1995）；在 2007 年王梅玲分析國內 9 所圖書資訊學校開設的資訊組織課程，依照課程

結構區分為基礎課程、進階課程、網路與數位資源課程三種。其中 22 門是基礎資訊組織

課程、46 門是進階課程、6 門是網路與數位資源組織課程，2 門 Metadata 課程，共 74 門

課，平均每校開設 8.2 門課（王梅玲，2007）。整體而言，中美圖書資訊學之編目課程設

計差異不大。不過，由於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設於研究所學分有限，加上學生無法預知未

來是否從事編目工作，多數學習者可能僅修習一至二門編目課程（Hwey, 1993），而國內

大學部之圖書資訊學系則將多數編目課程納入必修，故學生能修習較多之編目課程。 

 

關於圖書資訊學校提供的編目相關課程，能否滿足新進編目館員的需求？在 Callahan 

和 MacLeod 於 1994 年調查美國大學圖書館新手編目館員對編目工作的意見，發現超過

六成的新進編目人員認為，圖書館學校的課程無法為第一個編目工作做好準備，需要更多

實作經驗，才能達成工作的要求（Callahan & MacLeod, 1994）。不過 Emery（2004）卻認

為，即使圖書資訊學校畢業生，在校時無法學得初級館員應有的專業技能亦無妨，因為圖

書資訊學的專業即是教導學習，且畢業生進入職場後必須不斷學習與精進，長期以來已成

為學門之特色。事實上，陳瓊后（2008）分析 1997~2006 年美國大學圖書館徵才啟事，發

現僅有半數的圖書館要求應徵者必須具備工作經驗，呼應 Emery 的主張。針對編目館員的

學校教育究竟屬於何種情形，似有了解之必要。 

至於圖書館雇主對編目館員的需求，又是如何？Hall-Ellis（2008）根據圖書館徵人廣

告，歸納出各類型圖書館雇主對編目館員的要求，大致可區分為教育資格、理論知識、編

目能力、溝通技巧和人際關係技能（督導和培訓）等五項，並要求應徵者擁有領域中最新

應用的資訊技術，且能掌握書目紀錄結構之變化。由此可知雇主對編目館員的要求，會隨

資訊技術的發展而持續地轉變。故 Hall-Ellis（2005）主張，圖書資訊學教育工作者教導編

目理論知識、技能和競爭力，可協助學生獲得編目工作，但學生無法只依賴編目課程成為

有能力的編目館員。其次，國內外都有學者提出新進館員編目能力大不如前，無法配合現

今編目作業要求，因應新工作的挑戰（王梅玲，2007；Anthony & Garbs, 2005; Elrod, 2008）。

那麼編目館員應追求何種服務機會，才能跟上數位時代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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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新手館員取得第一個圖書館工作，即開始進入職涯早期，主要目標是熟悉工作環

境，將所學理論予以實務化，還要在任職機構建立個人之專業地位，同時，透過工作歷程

了解圖書館事業，或探索所任職之圖書館類型是否適合成為個人一生之職涯。因此，多數

人可能在職涯早期頻仍地更換工作單位，以尋求最契合個人需求之工作。不過，基於新手

編目館員缺乏實務練習，大部分雇主必須提供機構內的培訓以準備新員工應具備的基本能

力（羅思嘉，1999；Mugridge & Furniss, 2002）。Osmus 根據指導他人與 Boydston 擔任期

刊編目員的經驗，提出培養剛畢業的期刊編目員需要為期六個月至一年的在職訓練，以指

導和建立新人之工作態度和工作方式（Osmus & Boydston, 1987）。基於編目館員養成之花

費甚巨，Fallis 與 Fricke（1999）建議由雇主、圖書館協會和圖書資訊學校合作規劃新人

實務技能的培訓。 

在職涯中期，編目館員對工作環境與工作內容有一定的熟悉度，由於各類資格文憑的

壽命約為五年左右。當圖書館面對資訊技術的快速發展、使用者期望的轉變，工作人員更

需要為即將面臨的新任務做準備（Elkin, 1998; Pollack & Brown, 1998）。所以圖書資訊學

系所和在職培訓機構必須提供繼續發展專業（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的課程，以協助專業能力的持續養成（Hider, 2006）。其次，在此階段部分編目館員可能

成為部門主管，對於之前未有督導部屬經驗的館員而言，管理職責帶來新的挑戰，需要學

習新的技能（Broady-Preston & Bell, 2001）。另外，在此期間個人也可能遭遇職涯發展的

停滯期，需要透過專業成長或成就以轉換工作困境（Stems & Subich, 2002）。 

在職涯晚期，由於館員的專業能力已獲得認可，在機構中可能負責管理層級以上的工

作。此時尋求保持職涯活力的方法，如積極參與地區性、全國性與國際層級圖書館協會的

專業功能，或參加其他專業社群贊助的會議和計畫以發展其能力，並成為新手館員的導師

（Pollack & Brown, 1998）。 

雖然多數人於 65 歲退休，但有些退休人員會以臨時人員重返職場。另外，人們在職

涯階段移動的速度並不一致，未轉換工作者可能已完成職涯階段，但轉換職場或更換職務

者，其職務職涯階段會回到職涯早期（Stueart, Moran, & Morner, 2007）。 

關於大學圖書館編目館員的專業能力成長，李藹慈（2006）與鄒靜芬（2013）都主張

館員在職涯歷程會隨工作中的學習，提升其專業知能，並運用多元的資源與策略進行學

習，強化特定工作能力，且組織內成員互相支持、分享等都有助於學習。此外，儘管在相

同職務中，也可能基於環境需求與個人興趣而提供不同的服務。所以圖書館員為因應工作

之需求，須不斷地進行各種學習，才能發展出個人與職務相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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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nton（2010）主張未來的資訊專業人員應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管理自己的職涯，

因而提出職涯發展指南（career development compass）作為導航工具，以協助未來之資訊

專業人員獲得必要的技能發展他們的事業，並確保未來於其專業領域的生存能力。在職涯

發展指南中有四項關鍵議題，包括：個人應追求何種職涯路徑、應發展何種能力、應修習

何種課程與應追求何種服務機會。此處所稱的資訊專業人員，係 Thornton 根據美國專門

圖書館協會（Special Libraries Association）的定義，包括圖書館員、知識管理者、資訊單

位主管、Web 發展人員、資訊仲介者和顧問等。 

從事職涯規劃時，除蒐集資料找出相關行業從事彈性之規劃外，Simonsen（1997）主

張，發展能力與建立個人在專業領域的聲譽是最重要的課題。因為能力決定個人在市場的

價值，作為資訊專業人員必須適當投資、發展可應用於多種環境的技能，並根據市場變化

添加新功能，從而保證未來有多種職涯可供選擇。 

 

 

Thornton 主張建立未來資訊專業人員之職涯發展指南，使他們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管

理個人職涯，以獲得必要的技能發展他們的事業，並確保未來在專業領域的生存能力（詳

見圖 1）。本研究即以此為架構，探討我國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於職涯歷程中之專業

成長。 

在 Thornton 提出之未來資訊專業人員職涯發展指南，其關鍵課題在於職涯路徑、專

業能力、專業課程、服務機會四大面向（詳見圖 2）。 

在應追求之職涯路徑部分，Thornton 主張未來資訊專業人員必須規劃自己未來五年的

發展，建立一組可不斷增值的能力，以規劃更彈性的職涯，並能隨市場的變化和新能力的

需求，使個人面對機會有更充分的準備。 

在應發展之專業能力部分，Thornton 主張發展能力是職涯準備的當前要務，其追求

之專業能力包含：技術能力、創新能力、引導能力、表達能力、計劃管理和改變管理能力。 

在應該修習之專業課程部分，Thornton 主張未來的資訊專業人員應先考慮擁有專業

化或者一般化之能力，其指導原則在於何種能力具有高度需求，而個人對何種高需求能力

最感興趣。因為受過一般圖書資訊學教育的館員可能比較容易找到工作，但學習者若只修

習圖書資訊學的一般課程時，則不易獲得特定職位（Merritt, 2004）。尤其圖書資料已逐

漸從平面印刷轉換為數位格式且仍在不斷地變化中（Ross & Sennyey, 2008）。此外，未來

的資訊專業人員不能指望在學時即能學習他們所需的一切，所以他們在進入職場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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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並學習工作單位的組織文化和協定，這些可能與在學校的訓練有所不同。 

 

 

圖 1 未來資訊專業人員職涯指南（一） 
資料來源：“The Career Development Compass: Roadmap to Building a Diversified Portfolio of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for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by J. B. Thornton, 2010, In E. Pankl, D. Theiss-White 

& M. C. Bushing (Eds), Recruitment, Development, and Retention of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Trends in Human Resources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p. 194), Hershey, PA: Businesss Science 

Reference. doi:10.4018/978-1-61520-601-8.ch011. 

 

 

圖 2 未來資訊專業人員職涯指南（二） 

資料來源：“The Career Development Compass: Roadmap to Building a Diversified Portfolio of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for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by J. B. Thornton, 2010, In E. Pankl, D. Theiss-White 

& M. C. Bushing (Eds), Recruitment, Development, and Retention of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Trends in Human Resources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pp. 194-200), Hershey, PA: Businesss 

Science Reference. doi:10.4018/978-1-61520-601-8.ch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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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追求之服務機會部分，Thornton 主張各類型專業協會可以提供多種服務機會，包

括美國圖書館協會（ALA）、專業圖書館協會（SLA）、醫學圖書館協會（MLA）等。積

極參與專業協會的主要優點在於有機會發展新能力和擴大專業網絡，假設個人工作任務要

求具備財務管理、企劃、公關、募款、授權等經驗，可透過參與專業協會的相關服務，協

助縮小知能差距而獲得必要的經驗、發展個人專業並建立與同道的連結（Snoeyenbos, 

2004）。 

不過 Thornton 提出的「未來資訊專業人員之職涯發展指南」的重點是在學期間（職

涯前期）的規劃和準備，而本研究嘗試解析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在其目前職涯發展歷

程中專業能力之發展，於是借用 Thornton 之職涯指南，作為「編目館員職涯展指南」之

架構，並將探討範圍從職涯前期擴充至編目館員之整體圖書館職涯，而各面向的意涵則配

合編目館員職場發展之相關文獻探討，而加以修正，以符合本研究之需求（詳見圖 3）。 

 

圖 3 編目館員職涯發展指南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其次，根據文獻分析發現影響職涯發展面向的因素有職涯規劃與職涯選擇；影響專業

能力面向的因素有編目哲學、資訊科技與職務要求；影響專業編目知能面向的因素有編目

實習、在職訓練和參與繼續教育的機會；影響服務機會面向的因素有工作輪調與職務升遷

等，最後將整體研究概念繪製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詳見圖 4）。 

 

本研究希望能歸納出編目館員專業成長之整體輪廓，了解績優編目館員於職涯歷程

中，如何發揮個人潛力、培養工作所需能力，從而使個人擁有更順暢之職涯發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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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採個案設計，透過深度訪談蒐集資料，探究編目館員於不同職涯階段專業成長需求與

專業能力養成，藉由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觀點，解說她們於職涯發展過程之感受與行

為表現的意義，專業養成之方式與相關因素的影響，透過被研究者的敘述檢視其職涯歷

程，協助研究者對事件整體背景的瞭解，並說明事件對被研究者的意義（潘淑滿，2003；

劉仲冬，1996）。 

 
圖 4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基於必須有系統地蒐集受訪者，於職涯發展歷程中專業能力的養成，又必須顧

及訪談者之個別差異、訪談問題的相關性、問題自然呈現的可能性，遂採用「訪談導引法」，

並輔以半結構式題綱，視訪談的情境調整問題順序。至於少數遺漏的重要問題，則於請受

訪者檢視、修正其訪談逐字稿的 e-mail 之同時，請求一併協助處理。 

 

本研究以國家圖書館於 2009~2011 年舉辦三屆圖書館績優編目工作人員選拔之 17 位

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工作人員做為研究對象，透過探討優秀編目館員之職涯發展歷程，萃

取編目專業成長的方法與所需能力。 

為期訪談過程之順遂，進行訪談之前研究者先與受訪者確認訪談時間與地點，並將訪

談題目 e-mail 給受訪者。訪談於 2014 年 2 月 19 日至 2014 年 4 月 24 日進行，接受訪談有

14 位，每次訪談時間介於 1.5 小時至 4 小時。 

本研究訪談的 14 位受訪者的現職工作單位狀況，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各占一半，其

中在公立大學圖書館服務，具公務員資格者有 4 人，約聘僱人員有 3 人。在職稱部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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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編審各是 4 位，專員 2 位，組長 1 位。 

在現職工作組別部分，14 位績優編目館員於訪談時，有 6 位已不在編目組，其中因

大學圖書館執行工作輪調，而產生職務改變者有 5 位，且有 1 位因該校推動全校性工作輪

調，已調到系上擔任助理。至於 8 位仍留在編目組者，有 1 位因無法參與工作輪調，而自

行要求增加採錄工作，但仍繼續從事編目工作。 

受訪者之最高學歷，學士與碩士各半，其中有 1 位大學並非圖書資訊學系畢業，但後

來就讀圖書資訊學相關研究所。14 位受訪者，有 8 位於 1990 年以前畢業，當時圖書資訊

學系課程並未提供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機讀編目格式等課程。其次，受訪者於大學畢業後

就讀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者，最早於畢業後 5 年，最晚為 10 年。 

在年齡部分，年齡最小者為 33 歲，最長者為 58 歲，主要集中在 41~55 歲之間（11

人），平均年齡約 46 歲。在整體任職年資部分，最短為 11 年，最長為 34 年，在編目年資

部分，最短為 6 年，最長為 32 年，其中有 2 位從踏入職場迄今仍然從事編目工作。 

在受訪者更換工作次數部分，最多有 4 次，最少為 0 次，多數受訪者更換工作數是 2

次（5 人），其次是 1 次（有 4 人），而截至目前為止，有 2 人尚未更換過工作，其任職年

資分別為 20 年與 32 年（詳見表 1）。 

表 1 

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人員資料表 

編碼 
現職 

學校 
職稱

現職 

部門 
學歷 

大學

畢年

碩士

畢年

婚

姻

年齡 

間距 

編目 

年資 

更換 

工作次數

A 私立 組員 視聽 碩士* 1989 － 已 46~50 20 4 

B 公立 組員 推廣 大學 1989 － 已 46~50 10 3 

C 公立 組長 特藏 碩士 1995 2001 已 41~45 10 2 

D 公立 編審 編目 碩士 1989 1998 未 46~50 23 2 

E 私立 專員 編目** 大學 1982 － 已 51~55 22 2 

F 公立 約聘 視聽 碩士* 1994 － 已 41~45 14 0 

G 公立 約聘 閱覽 碩士 1995 2005 已 41~45 12 2 

H 公立 編審 編目 碩士 1997 2002 已 36~40 6 3 

I 私立 專員 編目 大學 1978 － 已 56~60 20 1 

J 公立 約用 編目 碩士 2003 2013 已 31~35 9 1 

K 私立 組員 編目 大學 1994 － 已 41~45 20 1 

L 私大 組員 系助理 大學 1988 － 已 46~50 10 2 

M 私大 編審 編目 大學 1982 － 已 51~55 32 0 

N 私大 編審 編目 大學 1983 － 已 51~55 20 1 

註：*在學中；**休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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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 14 位受訪者分別畢業於圖書館引進自動化系統前後，所接受之編目教育與

自動化系統方面的課程是有不同的。 

 

1. 
 

多數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認為編目教育偏重理論，必須透過實務經驗的累積才能

強化編目能力。其中受訪者 E 肯定編目教育的作用，指出編目規範必須有師長的引領，才

能找到入門方法，而編目流程與編目實務則是到文化中心工作後才了解。受訪者 F 任職之

圖書館，基於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書目轉檔的經驗，決定將具有共同題名的同一組物件中的

每個部分各建一書目紀錄，以詳細記載各部分之書目資料，此種方式在處理多媒體組件時

特別得心應手。 

2.  

在現職工作擔任 23 年編目工作之受訪者 D 提出新進館員編目能力不足。她認為以前

大學的分類編目課程還包含實務操作，而目前編目課程偏重理論，學生因缺乏實務概念，

使他們在就業產生問題，導致大學圖書館必須加強對新人的教育訓練。 

3.  

圖書館實習的最大優點，是讓學生在「現實世界」中獲得圖書館的工作經驗並與專業

人員接觸。受訪者 A 與 M 都選擇離家近的公共圖書館，受訪者 J 是剛好到專門圖書館實

習，而受訪者 B 則因為實習的工作內容無法預知，轉而強調實習生必須建立工作態度。顯

然，不論是圖書資訊學系的課程設計或實習者本身，對實習課程都沒有自己的規劃。 

實習生於圖書館實習時，難免會被要求從事不重要的任務，以免妨害該館的正常運

作。其中受訪者 I 在實習過程中，由於帶領實習之館員未告知原因而要求重新抄寫卡片目

錄，加上有些實習環境不理想，覺得實習課程並未發揮作用。受訪者 E 在公共圖書館實習

時，雖被要求從事瑣碎工作，但因就讀圖書資訊學系的背景而受到重視，並協助該館改善

流通工作程序而感到自豪。受訪者 D 認為在實習過程中能與實務接觸，讓她日後進入職

場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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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認為，編目課程提供基本概念，編目能力必須透過職場訓練

或前輩帶領才能厚植實力。其中受訪者 C 表示進入職場後需要實務訓練，但若具備圖書資

訊學的基礎，會比較容易了解實務的概念；受訪者 M 指出自己剛進入職場時都是跟著學

姐學習。 

5.  

在 13 位擁有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文憑之受訪者，其畢業於圖書館採用自動化系統之前

者有 7 位，均未學過機讀編目格式，其中有 1 位大學時完全沒有修習過電腦課程。畢業

於圖書館採用自動化系統之後者有 6 位，大學時都已修過機讀編目格式、電腦、資料庫與

網路等相關課程。所以畢業於不同年代之 13 位受訪者，在學時所培養於電腦化、網路化

環境中執行編目業務之能力是有差異的，修習過機讀編目格式與自動化編目作業者，畢業

後可與實務接軌，而未修習相關課程者，則須於職場或繼續教育課程中學習。 

 

本研究多數受訪者認為編目教育能培養畢業生具備專業之基本概念與部分工作能

力，再配合個人意願和職場學習方能強化編目知能。 

1.  

多數受訪者認為當初編目教育提供個人對圖書館領域的認識，培養個人部分的編目知

能。其中受訪者 C 認為大學時代所學的編目知能多已遺忘，在進入職場時僅存部分概念；

受訪者 B 認為學校教育僅能提供基本認知、想法和培養部分圖書館的視野與有限的工作能

力。 

2.  

受訪者 G 認為畢業生具備分類編目基礎，在自動化的工作環境能善用線上編目工具，

即可快速從事抄編工作。 

3.  

受訪者 H 雖也感受目前課程規劃使學生缺乏實務能力，則較難養成編目館員基礎專

業能力，但考量學生不見得會成為編目館員，且在學時習得之課程知識，未來也不一定派

上用場，所以主張可在進入職場後再學習。不過，受訪者 E 認為缺乏編目能力或經驗的畢

業生很難應徵上編目工作，圖書館招募新人乃為減輕工作量，而非加重同仁的負擔，故而

主張畢業生必須具備圖書館實務界要求之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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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訪者 E 在大學時專注於編目規範的理解，實務則在進入職場後才學習，但強調編目

理論是學習編目實務的基礎；受訪者 J 在學時覺得 MARC 很複雜不易了解，一直到擔任

編目館員後才熟練；受訪者 C 認為學校教育無法訓練編目實務，要進入職場才能培養編目

能力；受訪者 M 則認為新進編目館員在前輩的帶領下能很快進入狀況。 

 

1. 
 

由於編目工作需處理多種語言之圖書資料，受訪者除建議新進編目館員應具備多種語

言的基本能力外，也建議使用翻譯軟體作為輔助。 

2.  

受訪者 C 認為圖書資訊學界有許多新事物需要學習，才能跟上專業的發展，減少溝通

協調的障礙，故強調學習的能力；受訪者 E 希望新進館員能腳踏實地虛心學習；受訪者 H

認為基本專業的學習是編目館員必須具備的能力，同時也必須學習如何在編目數量與編目

品質之間作合理的取捨。 

3.  

由於受訪者 A 的工作經歷，特別強調行政管理能力，包括：建立編目工作規則、撰

寫計劃與從事工讀生管理。 

4.  

編目館員執行編目工作時，必須專注於手邊之圖書資料，且因工作數量的要求，必須

長時間待在電腦螢幕前編輯書目資料。因此，受訪者 J 認為新進編目館員只要用心、耐心，

從做中學可學會編目；受訪者 E 認為成為編目館員需要耐心、專注力與喜愛閱讀的特質，

且編目工作有令人感到枯燥無味與能見度低的問題，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擔任編目館員。 

5.  

由於工作態度直接影響編目工作之效率與品質，受訪者 B 建議新進編目館員建立良好

的工作態度，不論抄編、原編都有能力獨力完成。 

6.  

受訪者 K 與 L 主張新人必須了解圖書館的內規，此乃因剛進入職場的新人，容易遭

遇理論與實務之衝突。此外，不同圖書資訊學系對某些編目作業方式也有差異，如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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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即因書標的規格，與他校畢業之同事而有不一樣的見解；受訪者 H 強調重視書目品質，

認為除了正確著錄書目外，著錄的詳簡和方式、編目的效率與他館交流的難易程度，都屬

於書目品質的範圍。由於參加合作編目組織的圖書館會上傳該館書目資料到書目中心，使

該館書目品質完全呈現於圖書館界。所以受訪者 J 認為，編目員必須為該館書目品質的

聲譽負責。 

 

 

本研究探討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在職涯前期，就業意向、針對就業所做的規劃，

與她們進入職場的職涯規劃方式，並利用 Wood（1990，轉引自朱湘吉，2011，頁 16-17）

一般人常用的職涯規劃方式與朱湘吉（2011）提出之簡單規劃方式，將 13 位大學圖書資

訊相關科系畢業之受訪者，在其職涯階段規劃所採用的方法歸類為五種，包括自然發生方

式、簡單規劃方式、目前趨勢方式（當時最有利方式）、假手他人方式。 

1.  

大學時期正值個人開始思考、進行專業學習或選擇工作類型，為將來之職涯作準備的

階段。13 位大學就讀圖書資訊學系的受訪者中，有 12 人因為就讀圖書資訊學系，畢業後

想擔任圖書館員，但多數並未從事擔任館員的規劃。其中受訪者 G 從大學入學時即有計

畫選擇圖書資訊學系就讀，並希望畢業後成為圖書館員，但在學時亦未對擔任圖書館員而

有所準備。 

2.  

此階段的歸類方式，本研究依照受訪者在歷次更換工作時所採取的理由，作為職涯規

劃方式的分類，在第一次求職的規劃方式，雖然半數受訪者自認沒有規劃職涯，其實有 12 

位受訪者是順著當時的狀況而採取行動，故將她們採取的方式納入自然發生方式。 

3.  

基於第一個工作的經驗，12 位受訪者在第二次求職時就比較有想法，使原先職涯規

劃方式占絕大多數的自然發生方式，被有目標之簡單規劃方式（8 位）所取代，有 4 位採

用目前趨勢方式（詳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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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職涯規劃方式 

主軸編碼 說    明 職涯規劃方式 小  計 

自然發生方式 12 

目前趨勢方式 0 

假手他人方式 0 

職涯前期 

職涯規劃方法 

大學時期對從事圖書資訊行

業意願與規劃(N=13)* 

簡單規劃方式 1 

自然發生方式 12 

目前趨勢方式 0 

假手他人方式 2 
第一次求職 (N=14) 

簡單規劃方式 0 

自然發生方式 0 

目前趨勢方式 4 

假手他人方式 0 
第二次求職 (N=12) 

簡單規劃方式 8 

自然發生方式 0 

目前趨勢方式 1 

假手他人方式 1 
第三次求職 (N=8) 

簡單規劃方式 6 

自然發生方式 0 

目前趨勢方式 0 

假手他人方式 0 
第四次求職 (N=4) 

簡單規劃方式 4 

自然發生方式 0 

目前趨勢方式 0 

假手他人方式 0 

職涯發展階段之 

職涯規劃方法 

第五次求職 (N=1) 

簡單規劃方式 1 

註：*大學科系選擇不包括 1 位大學非圖書資訊學系畢業之受訪者。  

 

 

本研究的 14 位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所待過的機構，以圖書館為主，包括：大學

圖書館、專門圖書館、公共圖書館與學校圖書館，而其他單位則有大學系助理與私人公司

秘書，在工作類別並不多元，而受訪者的職涯發展路徑起始機構，以大學圖書館和專門圖

書館為起點者居多，各有 5 位。其次，則是公共圖書館和其他機構，各有 2 位（詳見表 3）。

截至 2011 年之職涯發展路徑，可看出受訪者以各類型圖書館或非圖書館工作做為工作起

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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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職涯發展路徑 

工作一 工作二 工作三 工作四 工作五 人數小計 

大  圖 － － － － 2 

大  圖 大  圖 － － － 1 

大  圖 大  圖 大  圖 － － 1 

大  圖 其他機構 大  圖 － － 1 

專門圖 
專門圖 

大  圖 
公共圖 

－ 
專門圖 

－ 
大  圖 

－ 
－ 

2 
1 

專門圖 其他機構 大  圖 其他機構* － 1 

專門圖 公共圖 大  圖 大  圖 大  圖 1 

公共圖 學校圖 大  圖 － － 1 

公共圖 專門圖 大  圖 － － 1 

大 職 
學 
圖 涯 
書 
館 發 
績 
優 展 
編 
目 路 
館 
員 徑 

其他機構 大  圖 － － － 2 

註：*擔任原大學之行政助理。 

 

 

為明確顯示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圖書館職涯階段，以方便後續之比較說明，本研

究採用 Stueart、Moran 與 Morner（2007）圖書館員職涯五階段說的分期名稱：職涯前期、

職涯早期、職涯中期、職涯晚期與退休時期等階段，作為績優編目館員職涯階段討論的依

據，至於每一階段的時間長度，則歸納、綜合受訪者的意見，並參考 Pollack 與 Brown（1998）

圖書館員四階段繼續教育需求之職涯階段時間範圍修訂為：職涯早期為任職 0 到 5 年、職

涯中期為任職 6 到 15 年、職涯晚期為任職 16 到 25 年、退休時期為任職 26 年以上。其次，

受訪者若轉換工作、職務其職涯階段會由職涯早期重新開始。 

1.  

本研究的 14 位受訪者，有 6 位尚未升遷，本館年資從 6 年到 20 年，其中僅有 1 位具

有公務員資格。可以看出，具公務員資格的績優編目館員比較有升遷機會，私校館員次之，

而非正式館員沒有機會升遷。 

2.  

績優編目館員的編目專業養成，乃在各相關工作中之學習累積，而後於任職最久的圖

書館集其大成。分析 14 位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得獎當時在該館的職涯階段，其中 4

位處於職涯中期、6 位處於職涯晚期、4 位處於退休時期，可知優秀的編目工作人員仍需

要多年工作經驗，才能呈現多項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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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研究在受訪者圖書館職涯早期，探索她們在每一工作單位所擔任職務之職涯早期的

工作任務、專業學習，與工作穩定下來之前，可能持續進行之職業探索。 

4. 
 

本研究受訪者處於本館編目職涯中期，已開始應用累積之編目經驗，如受訪者 L 撰寫

工作手冊，受訪者 C 研究使用免費軟體改善工作流程、受訪者 I 參與自動化系統轉換、受

訪者 H 研究 CMARC 轉 MARC 21 之編目趨勢，並發表著作以饗同道、受訪者 D 參與國家

圖書館與學會舉辦之編目專業活動，加速專業成長。 

5.  

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於職涯晚期已擁有豐沛的編目經驗與能力，其中受訪者 D 

從事電子資源編目，有償提供國內其他圖書館使用，參與該館國際編目研討會之工作小組

研究 CMARC 轉換 MARC 21，參加館內 RDA 讀書會撰寫 RDA 工作手冊。 

6. 
 

本研究受訪者之年紀超過 50 歲以上有 4 位，在圖書館整體職涯都已達到退休階段，

她們都在私立大學圖書館擔任編目工作。由於編目規則將改用 RDA，必須持續接受相關

的訓練與學習，即使處於退休時期，其編目專業並未產生停滯現象。其中受訪者 I 在八年

內由辦事員一路升遷到專員，因能力早受肯定，安心等待退休，而生性樂觀的受訪者 M

因為對工作、對同事與主管的喜愛，樂意工作與學習到 65 歲。 

 

1.  

本研究所稱之規模，係指圖書館之員額編制。本研究有 5 位受訪者曾在 8 所圖書館任

職時，因缺乏專業成長、無學習機會與專業困頓而離開。其中在職涯早期離職者，在大學

圖書館有 1 人次，在公共圖書館有 2 人次，在專門圖書館有 4 人次。其次，在職涯中期有

1 人在學校圖書館因專業困頓而離職。影響績優編目館員專業成長之 8 所圖書館的員額編

制為 1 至 5 人。 

2.  

本研究的 14 位受訪者分屬 8 所大學圖書館，根據各館館員人數分為 100 人以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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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50 至 60 人（1 所）、40 至 50 人（1 所）、30 至 40 人（1 所）、20 至 30 人（2 所）、

10 至 15 人（2 所）等六種規模。在圖書館館員人數超過百人以上的大學圖書館，圖書館

能舉辦的繼續教育活動類型最多，相對的，受訪者能參與的機會也比較多。至於圖書館館

員人數在 15 人以下者，圖書館幾乎未提供館內繼續教育活動。 

3.  

本研究有 6 位受訪者曾任職 7 所專門圖書館，年資 1 至 3 年，其中 4 所是一人館員

負責館內所有業務。其中，受訪者 B 畢業後即進入專門圖書館，沒有業務交接、沒有學習

對象、工作量少，當時主管雖應允晉升職級，但因缺乏學習機會仍然離開。 

4.  

本研究有 5 位受訪者曾在 3 所公共圖書館任職，任職年資 1 至 3 年。其中受訪者 E 說

明當時在文化中心圖書館的工作，提供理論與實務的印證與培養導覽能力。受訪者 H 於

公共圖書館總館，在大量的讀者服務業務下，培養參考諮詢的能力。 

5.  

受訪者在大學圖書館的職涯發展中，多數能獲得專業成長與學習機會，且都能掌握各

自的努力方向，培養專業能力。其中受訪者 M 畢業後留在母校圖書館擔任編目館員，由

於該館具一定之規模，提供在職訓練與繼續教育活動，並有前輩指導與同儕間的彼此學

習，使新進館員得以循序漸進發展專業知能。 

6.  

受訪者 B、A 與 H 認為任職於規模較大的圖書館制度較完善，可循序漸進培養新進人

員專業知能，而受訪者 I 基於個人經驗，主張任職圖書館的規模要適中，比較能夠提供館

員不同工作任務的學習機會。 

 

1.  

國內大學圖書館為配合組織發展、平衡館員工作負擔、培養館員不同能力專長，而盛

行工作輪調制度，部分學校且訂有相關制度，依照規定期限實施輪調，使工作輪調成為圖

書館員工作內容改變的主要因素之一，亦培養館員多元能力。 

2.  

受訪者 H 認為透過工作輪調，讓館員能了解圖書館各項職務之重點，不論在執行本

部門業務或進行跨部門合作時，比較能以全館的利益為著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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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前大學圖書館工作輪調方式，有圖書館館內輪調和參與全校輪調兩種。執行全校性

輪調者，係將學校行政人員與圖書館員相互調動，然亦有部分學校因人力縮減，只將圖書

館人員調出並未補足缺額。 

4.  

本研究獲得職級晉升的受訪者裡面有四位擔任過主管職，在擔任主管時其職務與非主

管職有差別。其中受訪者 C 擔任主管時必須研擬提升增進工作效率的計劃，受訪者 H 因

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發掘自己這方面的能力。 

 

 

1.  

基於新進館員或職場新人對圖書館業務不熟悉，圖書館會提供職前訓練或資深同事協

助，使新進館員得以了解工作方式。受訪者 D 進入母校圖書館工作時，有學姐一對一帶

領熟悉業務；受訪者 C 考試分發到大型公共圖書館時多人同時受訓，訓練內容包含熟悉全

館各組業務。受訪者 A 到 TEU 時，由資深館員講解編目工作手冊，作為職前訓練。 

2.  

由於編目工作嚴格要求書目紀錄的正確性，強調書目品質的維護。因此，新進人員初

期完成的書目紀錄，大多會經過資深館員的檢查。此種一對一指導新人的方式，目的在建

立新進人員應有之工作態度和正確的工作方式，已是編目館員養成的重要歷程。本研究之

受訪者 I、B、J、H 都曾提及在工作中接受主管或資深同仁給予一對一的編目實務指導。 

3.  

本研究之受訪者在工作上遭遇的問題，包括：編目工作的壓力與繁重引起工作倦怠、

年紀與體力影響對工作的熱忱、部分同仁特質不適合擔任編目館員、擔任主管職者多在職

場上自學管理技能等，其中以工作倦怠較具嚴重性。 

 

受訪者進入職場後會接受工作單位、專業學會或相關之學術單位，提供之各種繼續教

育課程，以持續培養個人專業知能。 

1.  

近年來，圖書館界將以 RDA 取代 AACR2，在此潮流下，我國國家圖書館與學會紛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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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多場 RDA 工作坊與研討會，幾乎所有受訪者都上過此一主題的課程。不過，基於各

館在 RDA 研究的投入與採用的情況並不相同，使得受訪者之間對 RDA 的了解與使用有著

相當的差異，加上各館編目環境與編目政策的差異，導致繼續教育活動對個人之成效有所

不同。其中受訪者 I 覺得該館中編還不會採用 RDA，故而並不熱衷學習相關的改變；受訪

者 L 與 J 覺得以英文演講的工作坊不易了解，且受訪者 J 所屬圖書館尚未採用 RDA，難

以體會 RDA 實際使用的功能與問題所在。 

2.  

受訪者參加過圖書館界舉辦的研習活動類型，包括：暑期研習班、研討會、工作坊、

NBINet 合作編目訓練、國家圖書館遠距教學等活動，對於多數受訪者而言，較常參加的

是學會舉辦之暑期研習班。 

3. 
 

本研究之受訪者主張透過工作輪調產生跨組之間的非正式學習，可將不同組別工作經

驗及學習運用於編目工作，反之亦然。 

 

 

1.  

多數受訪者的工作態度以追求工作的完美為目標，其次是工作的成就感。另外還包

括：追求利他的工作目標、自我成長、人際關係、團隊合作、學習的機會。 

2.  

大學圖書館經常為配合組織發展需求、平衡館員的工作負擔與培養館員不同的專長而

實施工作輪調，改變館員的工作內容。對此制度，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都表示願意接

受職務改變，以學習、嚴謹自律，完成工作要求等，更積極的態度面對。 

 

基於資訊環境不斷的變化，使畢業生進入職場仍須不斷學習與精進，從績優編目館員

專業能力持續成長中顯示此種終身學習之理念。 

1.  

通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進入職場後，比較能感受到資訊科技發展對圖書館業務的影

響。在大學時完全未修習過電腦課程之受訪者 I，進入職場後，面臨編目工作的電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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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化，雖然一路學習，但心裡存有害怕被淘汰的壓力。 

2.  

受訪者 C 為降低待編書的壓力，利用自由軟體 marceditor，批次檢索大量資料，加速

同仁檢索書目的速度。同時，為能善用軟體，詢問程式撰寫者軟體功能，參考相關論壇，

遇有問題時亦加入討論尋求協助。 

3.  

曾經規劃三次圖書館自動化編目作業的受訪者 A，已經熟稔編目流程之規劃、相關制

度的建立與編目手冊的撰寫；受訪者 C 則從完全沒有編目經驗的讀者服務館員擔任編目組

主管，經半年的學習之後，決定重新修訂編目手冊，以利經驗傳承培養新血，並於過程中

透過與資深編目館員的討論，深化個人編目能力。 

4.  

從 14 位受訪者對編目工作之敘述，可知編目館員日常之編目業務，以中西文圖書資

料之原編、抄編為主，至於是否從事權威控制、參與合作編目、將 CMARC 轉換為 MARC 

21，或將 RDA 取代 AACR2，完全取決於各圖書館之政策，而編目館員則於各圖書館相關

政策的實施過程，透過「可見的實務」而展現其專業能力（Bowden & Masters, 1993）。 

 

根據 14 位受訪者在獲獎績優事蹟中的專業能力表現，可區分為資訊組織專業職務、

資訊科技與管理等兩面向。在資訊組織專業職務方面，其內涵包括：傳統編目、合作編目、

執行編目分類計畫、各類型資料編目、編目行政企劃、編目部門管理、編目研究、資訊組

織服務等，前四項偏重編目數量的達成，第五、六項則重視編目部門之行政、規劃、管理、

執行的能力，關係整體編目部門的運作與發展。在資訊科技與管理方面，主要協助規劃與

建置圖書館自動化及網路系統、自動化系統評估及需求書的建立、協助系統各項參數與索

引設定、統籌編目子系統之測試與上線、各種問題報表的修改與處理、負責書目轉檔與修

正等工作。 

 

 

本研究多數受訪者肯定學校編目教育，可培養畢業生具備基礎編目館員的能力，協助

他們取得編目館員工作，但圖書館學校的課程需要更多實作經驗，才能為第一個編目工作

做好準備。其次，就業後所任職之圖書館提供在職訓練，使他們保持與時俱進之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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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學圖書館盛行工作輪調制度，館員擔任每一職務可能於三至六年即被輪換至其

他工作，其職務職涯不一定能持續累積至職涯中期或職涯晚期。由於職務職涯頻頻中斷，

各職務所需能力需要快速養成，所幸不同職務的工作經驗可相互連結，間接提升館員的專

業知能。不過，此種成長受限於工作職務之要求與個人於不同職務學習速度影響。因此，

本研究之受訪者在各階段的工作表現，往往與學者論述產生差異。 

 

我國大學圖書館編目館員一對一編目實務指導以達成編目之正確性為主，期間約為一

至三個月即可獨立作業，多未提供按部就班之指導。當受訪者面對工作缺乏升遷機會，所

採取態度可分兩種，一種是消極、不予理睬，或表示對現狀滿意，或認為因獲得職級晉升

而擔任主管是很辛苦的事。此種態度符合研究者的說法，另一種則是採取主動積極的態

度，以就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準備通過晉級之門檻，也有部分受訪者因此準備更換職涯跑

道。至於績優編目館員參與專業計畫不限於任一職涯階段但機會不多。 

 

本研究之受訪者除了都能掌握職場學習與繼續教育的機會，使個人之專業能力能夠持

續發展，雖然各大學圖書館所能提供之職場學習與繼續教育的機會不同，影響績優編目館

員之專業成長，但績優編目館員於工作中普遍具有追求完美和成就感，並以學習、創新的

態度面對職務改變，使她們在職務上的表現相對優異。 

 

本研究之受訪者，在職涯前期並未從事職涯規劃，首次工作多採自然發生方式進入職

場，隨著工作經驗的累積，逐漸採用簡單規劃方式而不再頻繁更換工作。她們在具有規模

之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任職者大都可致力於專業發展，透過工作輪調與晉升主管職提

升專業能力。其次，大學圖書館的規模可能影響館員於館內獲得一對一帶領方式的職場學

習與接受繼續教育的機會。不過，績優編目館員對繼續教育的需求與管道因個人與工作單

位政策而異。 

至於績優編目館員對能力的要求，除專業能力的發展外，尚強調新進編目館員應具備

輔助編目專業能力之條件，包括：語言能力、耐心、專注的特質、良好的工作態度。她們

秉持學習、創新的態度執行業務並追求工作的完美與成就感，培養參與電腦程式與網站規

劃或目錄／資料庫維護管理與發展的相關能力，以提升圖書館專業服務與個人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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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績優編目館員任職於員額規模較小之專門圖書館或公共圖書館分館較常

因為專業成長不足而離去。其次，績優編目館員職涯發展中常見因家庭因素而申請職務輪

調，或休育嬰假暫時中斷職涯發展，或辭職轉換工作單位。同時，家庭因素也會影響繼續

教育的參與意願，或進修正式學位時考量就讀學校的地點。 

 

 

（一）圖書資訊學系學生在學時即應發展職涯規劃能力以順利發展個人職涯； 

（二）圖書資訊學教育應協助學生了解圖書資訊行業之職涯發展並協助規劃； 

（三）圖書資訊學界與實務界聯手設計編目實習課程培養可用人才。 

 

（一）尊重圖書館專業人才養成不易； 

（二）善用資深編目館員累積之寶貴經驗與能力。 

 

（一）建立圖書館員能力認證制度； 

（二）建立圖書館實務界的交流管道。 

 

（一）建立實用主義的編目哲學； 

（二）透過研習機會建立人脈網路以加強實務經驗與技能； 

（三）建立編目館員應有之抱負。 

 

（一）本研究僅以 14 名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為研究對象，未來研究範圍可包含

各大學圖書館的編目館員，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和比較。 

（二）編目館員職涯路徑的發展模式很多，本研究以大學圖書館績優編目館員為對

象，其職涯路徑多朝向大學圖書館發展。因此，建議往後之研究能納入不同類

型的圖書館，如：公共圖書館、學術圖書館（如中央研究院圖書館）、專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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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國家圖書館之編目館員，探討其職涯路徑的發展。 

（三）影響編目館員專業成長的因素眾多，本研究以學校教育、職場學習、繼續教育、

職場非正式學習，作為分析探討之依據。但於研究後發現，家庭因素與館員之

人格特質對績優編目館員職涯發展有相當之影響，建議今後之研究將其納入探

討。 

（四）本研究從績優編目館員的單向觀點探討其職涯發展，雖可了解其職涯路徑之演

變，但無法得知圖書館主管對編目工作之規劃、對編目館員之培養，與瞭解編

目館員在圖書館的實質地位，建議今後相關之研究將其納入探討，作為編目館

員職涯規劃之參考。 

（五）基於高齡社會來臨，本研究建議探討各類型圖書館之中高齡編目館員的工作內

容與工作狀態，藉此歸納出合宜的編目工作內容，提供各界之參考。 

 

（收稿日期：2016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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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談 題 綱 

訪       談      題      綱 

1. 請問您在大學時是否已經有當圖書館員或者是編目館員的想法，有沒有因為這樣做了特別

的準備？ 

(1) 如果當時還沒決定畢業後的工作，也曾做一些就業的準備嗎？ 

(2) 您目前最高的學歷是什麼？ 

(3) 您覺得大學［或研究所］培養您什麼樣的專業能力？ 

2. 請問您何時進入圖書館工作？曾經待過哪些單位？ 

(1) 您在這些單位的職稱是什麼？ 

(2) 能不能敘述這些職位要求的工作內容，以及完成這些工作需要什麼樣的專業能力？ 

(3) 這些單位有沒有提供新人需要的協助或訓練？ 

(4) 為什麼會離開原來的工作？［為什麼沒有離開過］是組織的因素還是個人因素造成的？ 

3. 請問您擔任編目工作的時間總共有多長？ 

(1) 您［在每一個單位］的編目工作，工作內容有改變過嗎？為什麼？您採取什麼樣的態

度或方式因應？ 

(2) 圖書資訊學教育是否能夠培養入門級編目館員？為什麼？ 

(3) 如果在您的工作單位有升遷的機會，您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或者會做什麼樣的準備？ 

4. 請問您除了編目工作以外，還擔任過哪些職務？ 

(1) 那些職務對編目工作有影響嗎？有的話，在哪些地方？ 

(2) 編目工作對後來的職務有影響嗎？有的話，在哪些地方？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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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訪       談      題      綱 

5. 請問您選擇工作時會考慮什麼？ 

(1) 您覺得自己最適合哪一項工作［哪一項職務］？為什麼？ 

(2) 您在工作中追求什麼？ 

(3) 您的職涯規劃是什麼呢？目前的發展是否符合您的規劃？ 

6. 您在工作中遇到困難時，通常如何解決？ 

(1) 在不同的工作單位［不同的職務］是否有不同的解決方式？  

(2) 您在工作中培養了哪些能力？ 

7. 您參加過哪些繼續教育活動？ 

(1) 在您的工作單位曾經提供過哪些類型的訓練？ 

(2) 您參加過圖書館界舉辦的哪些類型的繼續教育活動？ 

(3) 您個人平時花多少時間閱讀專業文獻、期刊或網路資源？ 

(4) 您考慮過念研究所嗎？為什麼？ 

(5) 您認為哪一種類型的繼續教育活動是最有用的？為什麼？ 

(6) 您在繼續教育活動中培養了什麼能力？ 

8. 您的家庭對工作有什麼助力或阻力？ 

(1) 您需要負擔哪些家務？ 

(2) 您對自己在家庭生活的表現感到滿意嗎？請舉例說明。 

(3) 您會因為家庭生活的需求而影響您的工作嗎？請舉例說明。 

9. 您能否歸納出自己目前的工作處於職涯中哪個階段［職涯早期、職涯中期、職涯晚期、退

休時期］？ 

(1) 您能否歸納以往的工作是處於職涯中的哪些個階段？ 

(2) 在您的職涯發展中，哪個階段專業能力的發展最迅速，為什麼？ 

(3) 您會協助新進人員熟悉工作或解決工作問題嗎？從哪個階段開始？ 

10.  大家都說編目工作是一種 routine 的工作，無趣的工作，您怎麼看這項工作？ 

(1) 您喜歡編目工作嗎？喜歡哪些部分？［或不喜歡哪些部分］ 

(2) 您對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現或人際關係感到滿意嗎？ 

(3) 在工作上有哪些事情是您最引以為傲的或記憶深刻的？ 

11. 根據您個人的經驗，對新進的編目館員有何建議？［課程、能力、服務機會，以及職涯路

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