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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簡介 

ㄧ、緣起 

圖書資訊學教育未來將面臨科技、社會、資訊環境與圖書館巨大變革，帶來

許多問題與挑戰，英美圖書資訊界已展開環境掃描與策略規劃。鑑此，為有系統

與合作因應變革，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著手「2028 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描

與發展策略計畫」，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 2028 未來十年環境掃描與圖書資訊

學未來教育策略規劃，內部分析將從圖書資訊學教育的要件（大學部／碩士班／

博士班、教學目標、課程、學生、教師、行政資源），進行優缺點分析。外部分析

將從社會、經濟、科技、圖書館、高等教育等五構面進行機會與威脅分析，以為

策略規劃之參考。為群策群力，學會召開 2028 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論壇。 

二、會議目標 

1. 探討 2028 年未來十年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描與重要趨勢。 

2. 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價值、現況與優勢。 

3. 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的關鍵問題。 

4. 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未來十年策略規劃。 

5. 探討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19－2023 策略規劃。 

三、會議議題 

1. 2028 重要影響因素與關鍵趨勢。 

2.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價值與現況。 

3.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重要問題。 

4. 2028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策略方向。 

四、主辦單位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五、時間與地點 

1. 時間：2018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17：45。 

2. 地點：國家圖書館簡報室。 

3. 參加人員：圖書資訊學系所主任、教師、研究生、博士生、圖書館

館長、主任、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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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議程 

時間 議程／演講者與引言人 主持人 

9:40 

｜ 

10:00 

會議報到  

10:00 

｜ 

10:30 

專題演講一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Trends/ Dr. Ismail Abdullahi 

(USA) 

莊道明 

理事長 

10:30 

｜ 

12:00 

論壇一、2028重要影響因素與關鍵趨勢 

1.圖書館環境掃描／黃鴻珠教授 

2.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趨勢與策略／王梅玲教授 

3.圖書館員未來能力與碩士班課程／楊美華教授 

4.數位教育與開放教育發展與影響／陳昭珍教授 

曾淑賢 

館長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3:20 

專題演講二 

The Present Status and Future of LIS Education in Japan/ Dr. Takashi 

Nagatsuka (Japan) 

林志鳳 

副教授 

13:20 

｜ 

14:20 

論壇二、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現況 

1.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價值與現況／邱炯友教授 

2.圖書資訊學大學部現況／歐陽崇榮教授 

3.圖書資訊學課程／羅思嘉教授 

陳雪華 

教授 

14:20 

｜ 

15:40 

論壇三、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問題 

1.圖書資訊就業市場與教育供應／宋慧筠教授 

2.碩士班經營與碩士生學用概況／黃元鶴教授 

3.學生學習與對圖書資訊學教育期望／曾苓莉博士生 

4.教學與教師多元背景／宋雪芳教授 

吳美美 

教授 

15:40 

｜ 

16:00 

茶敘 

16:00 

｜ 

17:30 

論壇四、2028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策略方向 

1.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教育政策白皮書規劃／莊道明副教授 

2.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策略規劃／吳美美教授 

3.圖書資訊學課程設計策略規劃／林珊如教授 

4.資訊相關課程發展略規劃／李正吉教授 

5.檔案學課程設計策略規劃／林巧敏教授 

王梅玲 

教授 

17:30 

｜ 

17:40 

2028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綱領（綜合結論） 

吳美美 

王梅玲 

教授 

17:40 

｜ 

17:45 

論壇閉幕 
莊道明 

理事長 



 

3 

Program 

Time Session/ Topics /Speakers Session Chairs 

9:40 

｜ 
10:00 

Registration  

10:00 

｜ 
10:30 

Keynote Speech I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Trends 
Dr. Ismail Abdullahi/Professor, Schoo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s, North Carolina Central University, U.S.A. 

Dr. Tao-Ming 

Chuang 

10:30 

｜ 

12:00 

Session I: Essential Factors and Trends for LIS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1. Dr. Hong-Chu Hu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Tamkang University, Taiwan  

2. Dr. Mei-Ling W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3. Dr. Mei-Hwa Y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4. Dr. Chao-Chen Che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Director 

General Shu- 

hsien Tseng 

12:00 

｜ 
13:00 

Lunch Break  

13:00 

｜ 

13:20 

Keynote Speech II 

The Present Status and Future of LIS Education in Japan 

Dr. Takashi Nagatsuka, Professor Emeritus, Tsurumi University, 

Yokohama, Japan 

Dr. Chih-Feng 

P. Lin 

13:20 

｜ 
14:20 

Session II: The Status of LIS Education in Taiwan 

1. Dr. Jeong-Yeou Chiu,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2. Dr. James C. Ouy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Tamkang University, Taiwan 

3. Dr. Szu-Chia L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Dr. Hsueh-Hu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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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 

｜ 
15:40 

Session III: The Issues of LIS Education in Taiwan 

1. Dr. Hui-Yun Su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2. Dr. Yuan-Ho Hu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3. Ling-Li Tse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4. Dr. Sheue-Fang So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Tamkang University, Taiwan 

Dr. Mei-Mei Wu 

15:40 

｜ 

16:00 

Tea Break  

16:00 

｜ 
17:30 

Session IV: The Development of LIS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of 

2028 

1. Dr. Tao-Ming Chuang, Associatio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itons,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2. Dr. Mei-Mei Wu,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3. Dr. Shan-Ju Lin Ch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4. Dr. Cheng-Chi Le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5. Dr. Chiao-Min Lin,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Dr. Mei-Ling 

Wang 

17:30 

｜ 
17:40 

Close Remarks 

Dr. Mei-Mei Wu 

Dr. Mei-Ling 

Wang 

17:40 

｜ 
17:45 

Farewell Dinner 
Dr. Tao-Ming 

C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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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規則 

 

報告論文注意事項，請詳閱： 

一、報告時間每位引言 15 分鐘（15 分鐘報告、最後 15 分鐘 Q&A 問答） 

（一）報告時間：第 13 分鐘時舉牌提醒，第 15 分鐘時響鈴一次結束報告。 

（二）問答時間：第 14 分鐘時舉牌提醒，第 15 分鐘響鈴一次結束問答。 

二、各篇發表者請於時段開始前提早至會場報到，需要更新簡報者請盡早告知工

作人員更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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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問題摘要 

論壇一 2028 重要影響因素與關鍵趨勢 

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趨勢與策略／王梅玲教授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問題： 

1. 現在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與問題為何？（圖書館事業、科技、經濟、社會、教

育等影響） 

2. 2028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策略為何？ 

3. 圖書資訊學碩士教仍然以培養圖書館專業人才為主嗎？是否要發展劃各類專門性

課程（specification），如檔案學、數位圖書館、資訊與數據科學、出版等，以培養專

長人才，甚至提供雙學位選擇？ 

4. 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三種教育制度的教學目標為何？三者的關係？與就業市場

如何關連？ 

5. 圖書館員核心能力是否對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與課程有影響？ 

6. 圖書資訊學教師目前有半數出於非圖書資訊學門，背景多元，如何協助他們融入圖

書資訊學教育？ 

7. 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圖書館事業有何關係?如何合作共同培育圖書館專業人才？ 

圖書館員未來能力與碩士班課程／楊美華教授 

建議： 

1. 延攬更多非圖資領域的人來念研究所，鼓勵大學部本科生修習雙學位，融入其他相

關領域，擴寬自己的視野。鼓勵研究生走出圖書館，挑戰非傳統領域的工作。 

2. 因應學生就業需要、日益強化產學合作的實習課程。 

3. 學校透過實習課程安排，除增加研究生對未來就業嘗試外，也提供研究生能從就業

環境中，找尋個人研究的方向。 

4. 探討大數據、人工智慧對圖書資訊學研究的影響。 

5. 關注健康資訊服務。 

論壇二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現況 

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價值與現況／邱炯友教授 

當台灣的圖書資訊學門系所普遍處在「小而美」的現實環境中，面對：「圖書館、資訊科

學、檔案學、出版學」（圖情檔）大局中，碩士班經營 該如何殺出重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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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大學部現況／歐陽崇榮教授 

圖書資訊學大學部現況挑戰，則是社會對我們（圖書資訊學）卻是不知道、不了解的。

還有就是課程上的發展，也就是如何教育我們的學生能夠應用資訊科技將資料加值成有

用的知識，來提供給社會。這二點可說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挑戰。 

圖書資訊學課程／羅思嘉教授 

圖書資訊教育的挑戰： 

1. 拓展進階圖書資訊教育學生群 

2. 繼續教育的發展方向與實施方式 

3. 圖書資訊專業的就業市場需求 

4. 未來所需要的圖書資訊專業人員 

論壇三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問題 

圖書資訊就業市場與教育供應／宋慧筠教授 

1. 如何在圖書資訊課程及教育注入多樣性、包容性、公正及正義等概念？ 

2. 如何在圖書館館藏、服務及活動強調多樣性、包容性、公正及正義？ 

碩士班經營與碩士生學用概況／黃元鶴教授 

研究顯示美國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課程重點由資訊（information）管理朝向資料（data）管

理，如筆者母校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之 MLIS 課程規劃重點朝向資訊文化與資料管理

（Information Culture and Data Stewardship ），必修課包含以下課程：Data and Information 

in Systems, Lifecycles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The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in the 

Community，與典型圖資所必修課程（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參考服務等）已完全不同，

建議國內圖資所亦需重新檢視並思考課程規劃的方向，以利拓展。 

學生學習與對圖書資訊學教育期望／曾苓莉博士生 

針對國內圖書資訊學系所博士生研究與生涯規劃部分，先前雖有倡議舉辦圖書資訊學博

士生論壇實體活動．與建置圖書資訊學博士生網路交流平台，可惜二者皆未能付諸實現，

近年來報考圖資博士班人數愈來愈稀少，尚未拿到學位的博士生有些仍在苦戰之中，有

些已半途而廢，以台灣圖書資訊學界未來人才培育觀點考量，有系統的支援博士生生涯

規劃與加強研究教學方面的輔導，是必須要投入的長久大計。 

教學與教師多元背景／宋雪芳教授 

1. 教師多元背景能為圖書資訊學帶入與時俱進的科技技能與素養，為純圖書館學界添

翼，也為學生帶來不同思維不同領域的學習，更能強化就業能力。跨領域學科背景多

樣化的師資陣容，若能合作得宜，是可創造無限的可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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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若有多元背景教師卻無法相互融入合作，一起為系所目標勇

往前行，那僅能說是拼圖式的教師組合，學生所學亦無法融會貫通成為一氣。 

論壇四 2028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策略方向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19-2023 策略規劃／莊道明教授 

針對台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2019-2028 年）內容建議架構如下： 

1. 前言：圖書資訊學教育基本定義或範疇 

2. 圖書資訊學教育背景：師生數現況與未來數預估值、國內外成功圖書資訊學教育案

例、台灣圖書資訊學教育鏈現況 

3. 議題條列：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瓶頸、過去教育發展所面對問題或限制、與對未來

發展方向不確定性 

4. 圖書資訊學教育建議：對政府、師生、圖書館建議 

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策略規劃／吳美美教授 

我們的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應有甚麼策略規劃？先問幾個問題： 

1. 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的目標是甚麼？ 

I.2 明確定義學生學習成果該計劃目標重要組成部分。學生學習成果包括：I.2.1 圖書館

學和資訊研究領域的基本特質；[圖書資訊學概論]；I.2.2 該領域的哲學、原則和倫理；

I.2.3 專業組織所提供的政策聲明和相關的文件中明確、適用的專業化原則；I.2.4 重視研

究有助於提高該領域的知識基礎；I.2.5 圖書館與資訊研究與其他領域的共生關係；I.2.6

圖書館和資訊服務在多元化全球社會中的作用；I.2.7 圖書館和資訊服務在快速變化的技

術社會中的作用；I.2.8 旨在服務該課程所屬選區的需求。 

2. 理論的學科範圍內容 v.s.實用的學科範圍內容 

3. 外部的競爭對手和威脅？ 

4. 內部的強項和弱項？ 

教師的來源、學科屬性、專業學術會議和學術期刊的向心力和競爭力？專業萎縮？缺乏

專業性格等。 

5. 課程的策略規劃？ 

圖書資訊學課程設計策略規劃／林珊如教授 

有關未來策略，圖書資訊學門兼具科學發展的本質與服務業的特性，目前的學科走向受

科技與社會趨勢的深刻影響。因此思考未來的課程設計，必須看見與納入這兩種發展趨

勢。依個人淺見，主要有兩個策略發展方向: 趨勢接軌策略與問題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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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相關課程發展略規劃／李正吉教授 

為了因應未來科技趨勢來臨，各大學系所必須調整相關課程並擬定課程發展策略，這

樣培育出來的學生才能被組織適才適用。故課程發展策略建議如下： 

1. 完整規劃之資訊相關課程，達到上面定義之課程教育目標。 

2. 課程與科技趨勢須有關聯性，學以致用到相關產業。 

3. 課程須能提昇產業之資訊化或數位化服務。 

4. 導入業界師資，瞭解產業脈動。 

5. 實現數位生活與智慧生活之境界。 

6. 導入數位學習或線上學習課程，學生可以任意時間、地點學習課程。 

7. 藉由創新課程，發展智慧圖書館。 

檔案學課程設計策略規劃／林巧敏教授 

臺灣檔案學教育瓶頸： 

1. 欠缺大學部檔案學專業系所之設置：相關課程散見於圖書資訊學、歷史學和其他文

物與資訊學系課程。 

2. 缺乏檔案學專業人才培育的完整教育體系：僅有在研究所階段有較多元之檔案學課

程，致使專業人才培育不易，也無法養成檔案學專業師資。 

3. 開授課程內容以基礎性課程為主：多數學校僅開授「檔案管理」、「檔案學導論」、

「檔案研究」等基礎性課程，缺乏完整專業課程架構。 

4. 課程安排無法滿足完整學習的需求：目前檔案學課程多為選修，多數也不是連續學

期開授，即使在開課主題相對較多之政治大學，也並非所有課程都能在學生修課期

間滿足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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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 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描與發展策略計畫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研究發展委員會 

【摘要】 

圖書資訊學教育未來將面臨科技、社會、資訊環境與圖書館巨大變革，帶來

許多問題與挑戰，英美圖書資訊界已展開環境掃描與策略規劃。鑑此，為有系統

與合作因應變革，研究發展委員會建議本學會著手「2028 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

描與發展策略計畫」，旨在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未來十年環境掃描與策略規

劃，研究目的包括：（1）探討到 2028 年未來十年間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描

與重要趨勢。（2）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價值、現況、與優勢。（3）探討我國

圖書資訊學教育的關鍵問題。（4）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未來十年策略規劃。

（5）探討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19－2023 策略規劃。（6）探討圖書館員未

來核心能力對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與課程的影響。本計畫為環境掃描與策略規劃

研究，研究方法將採用論壇討論，訪談法。本學會開啟本計畫，成立「2028 圖書

資訊學未來教育專案小組」，並於 2018 年 12 月 15 日召開 2028 圖書資訊學未來

教育論壇。 

ㄧ、計畫緣起 

2012 年起，鑒於資訊科技變革、消費者行為改變、以及網路革命的改變，美

國圖書館界與圖書資訊學教育界開始進行環境掃描與變革規劃，如美國大學暨研

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簡稱 ACRL）每年發

布學術圖書館趨勢報告，與美國馬里蘭大學資訊學院進行再探圖書館碩士教育研

究計畫(Bertot, Sarin, & Percell, 2015)。反觀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界安靜寂寥，很

少交流討論教育大計、遭遇問題與未來發展。 

圖書館教育為培養圖書館專業人才重要途徑，臺灣圖書館教育始於 1955 年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館學組，1961 年，臺灣大學成立圖書館學系；1980

年，成立碩士班；1988 年，成立博士班；圖書資訊學教育促進圖書館事業發展。

1993 年，各校相繼改名為「圖書資訊學」，意為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如今臺灣

已發展出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三級教育體系；目前有 7 所學校，包括大學部

4 系，碩士班 7 所、博士班 3 所（莊道明、王梅玲，2018）。 

圖書資訊學教育受到科技與社會變革的影響，課程不斷推陳出新，資訊科技

課程增加而傳統圖書館學課程逐漸遞減。張靜瑜（2018）調查我國圖書資訊學碩

士班 2011 年之後畢業生就業現況，發現約 50.2%的碩士畢業生到圖書館界工作，

相對於 2007 年柯君儀、王梅玲調查的 64%碩士畢業生在圖書館界工作，顯示圖

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到圖書館工作減少，畢業生就業市場發生改變。此外，圖書

資訊學系所任教的專任教師有二分之一來自其他學門，並以資訊領域居多，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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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會影響其教學與研究主題。國內三所圖書資訊學校，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

學、臺灣大學相繼參加國際當紅的 iSchools 聯盟，成為資訊學院成員，是否表示

圖書資訊學教育與課程正在變化？2009 年開始，政治大學成立圖書資訊學數位學

習碩士在職專班，其後淡江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也跟進成立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線上教育對於圖書資訊學教育與研究有何影響？這些現象均反映我國圖書資訊

學教育圖像正在改變。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培養全國 5,000 餘所圖書館專業館員，並擴大至檔案管

理、數位典藏、數位出版、資訊傳播、數位學習產業相關領域人才。但我國圖書

資訊學校大多設置於研究所，學校規模小，面對數位時代，從實體圖書資訊學轉

向數位圖書資訊學的新典範，以及跨學門與多元領域的整合趨勢，我國圖書資訊

學教育正面臨轉型與改革的挑戰。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成熟，已建立起大學

部、碩士班、博士班三級教育制度；然而僅有七所學校規模不大，在有限的資源，

面對不斷變革的社會、科技、經濟、政治、高等教育、與圖書館事業，我國圖書

資訊學教育需要作環境掃描，展望未來與策略規劃。我們需要啟動圖書資訊學教

育檢討、規劃與創新機制，針對數位時代需求檢討教育現況並提出因應新策略，

使得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永續供應新型圖書館與資訊服務人力資源，幫助圖書館

與資訊構有效經營以彰顯其價值，並站上時代新潮流的浪頭。 

二、計畫內容 

我國圖書資訊學正規教育包括 7 所圖書資訊學系所提供，現在到未來 10 年，

2019 年到 2028 年間，圖書資訊學教育將面臨巨大變革與挑戰，為有系統與合作

因應變革，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業經 107 年 10 月 12 日理監事會議決議通

過，將開啟「2028 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描與發展策略計畫」，旨在探討我國圖

書資訊學教育未來十年環境掃描與策略規劃，研究目的包括：（1）探討到 2028 年

未來十年間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描與重要趨勢。（2）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

教育價值、現況、與優勢。（3）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的關鍵問題。（4）探討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未來十年策略規劃。（5）探討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17

－2022 策略規劃。（6）探討圖書館員未來核心能力對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與課程

的影響。 

本計畫為環境掃描與策略規劃研究，包括環境掃描與策略規劃二部份。有關

環境掃描部份，圖書資訊學教育規劃的未來時間以 2019 年到 2028 年十年為範

圍，環境掃描應用 SWOT 分析找出影響圖書資訊學教育的重要因素與重要趨勢，

包括內部與外部分析。內部分析將從圖書資訊學教育的要件（大學部／碩士班／

博士班、教學目標、課程、學生、教師、行政、財務、與資源），進行優點與缺點

分析。外部分析將從社會、經濟、科技、圖書館、高等教育等五構面進行機會與

威脅分析，以為策略規劃之參考。最後進行策略規劃，2028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

學會與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策略規劃涵蓋：核心價值、願景、任務、重要問題、目

標、行動方案，參見圖 1、本計畫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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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計畫研究架構圖 

本計劃執行建議邀請圖書資訊學教育系所、教師、學生、圖書館界與相關利

益者共同參與，建議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成立「2028 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專

案小組」，由本學會常務理事會的理事，7 所圖書資訊學系所主任共同參加，提供

本計畫的諮詢與討論。 

本計畫研究方法將採用論壇討論，訪談法，與一場焦點團體訪談，將從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2 月執行 4 個月。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18 年 12 月 15

日召開「2028 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論壇」，邀請圖書資訊學系所系主任、教師、

研究生、圖書館館長與館員對談。探討議題有四：2028 重要影響因素與關鍵趨勢、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現況、重要問題、2028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策略方向。就四

項主題 16 項議題，將邀請 16 位學者引言，每人準備 1000 字書面說明及 15 分鐘

引言，四位資深學者擔任論壇主持人。論壇為一日會議形式。約 100－150 人參

加。時間 2018 年 12 月 15 日，地點在國家圖書館簡報室。論壇議程如本論壇手

冊。 

三、預期研究成果 

本計畫預期貢獻如下： 

1. 舉辦 2028 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論壇，促進圖書資訊學門、圖書資訊學教師、

學生、圖書館員對談。並編製論壇手冊與紀要。 

2. 2028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描報告（趨勢報告）。 

3. 我國圖圖書資訊學教育短中期策略規劃書（核心價值、願景、問題、目標、

策略規劃、行動方案）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19－2023 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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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一 

2028 重要影響因素與關鍵趨勢 

Session I: Essential Factors and Trends for LIS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主持人 

曾淑賢 國家圖書館館長 

 

引言人 

1. 圖書館環境掃描 

黃鴻珠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教授 

2. 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趨勢與策略 

王梅玲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教授 

3. 圖書館員未來能力與碩士班課程 

楊美華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教授 

4. 數位教育與開放教育發展與影響 

陳昭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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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環境掃描 

黃鴻珠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環境掃描是哈佛大學的教授 Francis Aguilar 於 1967 年提出的概念，指獲取和

利用外部環境中有關事件信息、趨勢信息和關係信息的行為，以協助企業的高級

管理層制定未來的行動計劃。環境通常分為下列四種： 

1. 超環境：指大自然的變遷，如天氣的變遷、地震等，是無法控制。 

2. 一般環境：觀察的面向因人而異，一般有政治、經濟、社會、科技、法律、

環境及國際，簡稱為 PESTLEI。 

3. 任務環境（task environment）：指波特（Michael Porter）五力，即競爭者、替

代者、供應商、顧客、壓力團體（新進入者的威脅）的分析。 

4. 企業內部環境：係對組織內部、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的審視。 

為圖書館界進行環境掃瞄的單位很多，如 ALA、ACRL、IFLA、Ithaka s+r、

OCLC、New Media Consortium、EAB 等。由於環境的範圍廣泛，各單位選擇掃瞄

的項目不一，以 ACRL 為例，二年一次的掃瞄報告，2017 年計 14 項，2015 年 6

項，兩者的項目不重複。環境掃瞄曠日費時，如欲達到效益，關鍵項目的掌握為

首要工作。OCLC 以文獻為主，提出 The evolving scholarly records 的報告，並以

圖一呈現，結果簡明扼要，發人深省。 

 

圖 1 學術資源的進化 



 

18 

 

圖 2 館藏網格 

圖 1 中間的 Outcome 指據研究成果出版的文獻，如圖書、期刊等，自古迄今

居文獻核心，除外，現代文獻還包括研究成果撰寫前（process）及出版後（aftermath）

的相關資料；前者指研究過程採用的方法、數據、論著預印本（pre-print）、學者

在社群媒體討論的資料等；後者如研究成果出版後被再利用產生的投影片（ppt）、

研究結果更新的版本、及研究結果被閱讀後留下的討論、心得等。研究成果撰寫

前、後的資料過去雖已存在，但缺乏有系統的徵集與整理，因之，未受到重視。

隨數位化、網路化的精進，研究前、後所衍生的資料被視為寶貴資源，並直接影

響圖書館營運。由圖一可感受到下列現象： 

1. 文獻的變化：除正式出版的資料朝數位發展外，數據、社群媒體所產生的資

料、預印本、開放的課程教材、軟體資料、OER 等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2. 資料典藏：除圖書館外，出版者、第三者如 Portico、LOCKSS、Clockss 等成

為數位資料典藏的要角；Research Gate、Academia.edu 等為個人提供資料典

藏的平台。 

3. 資料供應鏈的變遷：數位的圖書、期刊以租賃方式供應；新型的資料如 ppt、

照片、海報、影音資料等圖書館不是主要的供應單位。 

除上述變化外，連帶的體會如下： 

1. 使用者行為改變：取用資料的管道湧現，圖書館不再是首選、協同作業、數

位學習正夯。 

2. 資訊組織蛻變：從資訊組織邁向知識組織、識別碼的應用擴增，除資料外，

擴及人、事、物、機構等。物件間鏈結關係的建立成為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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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生產與傳播一體化：從著者撰稿、投稿、審稿、成果發行全在一個平台

上，如 Alpha 系統提供的功能。 

4. 出版／學術傳播管道變化萬千：最大衝擊為面對開放取用（open access）的浪

潮，如 OA2020 的到來，圖書館如何因應? 

5. 協同作業成為必然：Europeana、DPLA、HathiTrust 等共建共享成為圖書館營

運的典範。 

6. 新式的研究成果評鑑風起雲湧：以期刊為主的 IF 評量不再奉為奎臬，單篇文

章、單一著者、圖書、取自社群媒體等為計量方式的評審機制，正如雨後春

筍般的推出，如 Altmetric, Bookmetric。 

文獻進化主要源自科技精進，受此影響，圖書館的營運無論是觀念或實務都

起了革命性的變化，圖 2 為 OCLC 提出的館藏新觀念，將之分為圖書／期刊、特

藏、網路免費資源與機構自建資源四部分，館藏不僅是向外徵集（outside-in），還

得自內散外（inside-out）。環境掃瞄主要是監測環境發展趨勢，預測環境變化，評

估環境影響，對制定未來發展策略至關重要。文獻進化的掃瞄僅屬冰山一角，以

此拋磚引玉，期待各位對其他環境變化觀察的真知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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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趨勢與策略 

王梅玲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一、2028 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描與發展策略計畫緣起 

圖書資訊學教育未來將面臨科技、社會、資訊環境與圖書館巨大變革，帶來

許多問題與挑戰，英美圖書資訊界已展開環境掃描與策略規劃。鑑此，為有系統

與合作因應變革，研究發展委員會建議本學會著手「2028 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

描與發展策略計畫」，旨在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未來十年環境掃描與策略規

劃，研究目的包括：（1）探討到 2028 年未來十年間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描

與重要趨勢。（2）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價值、現況、與優勢。（3）探討我國

圖書資訊學教育的關鍵問題。（4）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未來十年策略規劃。

（5）探討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19－2023 策略規劃。（6）探討圖書館員未

來核心能力對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與課程的影響。本計畫為環境掃描與策略規劃

研究，研究方法將採用論壇討論，訪談法。本學會開啟本計畫，成立「2028 圖書

資訊學未來教育專案小組」，並於 2018 年 12 月 15 日召開 2028 圖書資訊學未來

教育論壇。 

2005 年，費里曼先生出版《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引發許多討論，

費里曼打破了地球是圓的觀念，並描繪因為全球化、資訊科技進步、與網際網路，

世界快速的改變與連結新圖像。2012 年起，鑒於資訊科技變革、消費者行為改變、

以及網路革命的改變，美國圖書館界與圖書資訊學教育界開始進行環境掃描與變

革規劃，如美國大學暨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簡稱 ACRL）每年發布學術圖書館趨勢報告，與美國馬里蘭大學資訊學

院進行再探圖書館碩士教育研究計畫(Bertot, Sarin, & Percell, 2015)。反觀我國圖

書資訊學教育界安靜寂寥，很少討論教育大計、問題與未來發展。 

面臨社會與環境不斷變遷，管理學提出環境掃描（Environmental Scan）概念，

阿奎拉（F. J. Aguilar）的著作《商務活動環境掃描》，定義其是獲取關於事件、趨

勢以及組織與環境關係的資訊，這些資訊將有助於高層管理者識別、理解策略性

機會與威脅,標定企業未來的發展路徑（MBA 智庫百科，2018）。鑑於圖書館面臨

科技與社會變革帶來許多問題，Hernon & Matthews (2013)探討圖書館環境掃描，

提出學術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未來 15 年圖像，運用短期腳本，故事投射，以腳本

穿針引線，利用故事將「本地環境」、「策略規劃」與「變革管理」三者連結。目

的是幫助圖書館說故事規劃程序，為館員與利益相關者描繪願景，使大家可以專

注在更大的圖像。環境掃描像是一種雷達，以有系統與新方式掃描這個世界，提

供管理者有用的資訊應用在管理規劃，有系統地蒐集組織外部資訊，目的是從趨

勢分析、SWOT 分析，提供外部情況改變的警告，並且幫助管理者思考未來。 



 

21 

環境掃描幫助圖書館評估現在情況，概覽、展望與評估未來環境中哪些因素

會影響圖書館，瞭解圖書館競爭力的重要資訊，瞭解圖書館及其母機構，瞭解外

部環境是重要關鍵，以實踐成功的掃描。SWOT 分析是環境掃描採用的重要方法，

以找出圖書館與市場間的長處與缺點，瞭解誰在用圖書館，市場區隔分析與檢視

服務，以協助找到客戶需求與市場區隔。圖書館 SWOT 研究方法經常採用問卷調

查與焦點團體訪談，以瞭解從使用者觀點看到的圖書館服務。SWOT 內部分析以

找到圖書館的長處與缺點，要從基礎建設連結著手，包括館藏、服務、圖書館教

育、建築設備、科技與人員。一旦內部分析檢討完成，轉向外部分析。SWOT 外

部分析需要應用資訊資源技術檢視外部的機會與威脅，如 TEMPLES（科技、經

濟、市場、政治、法規、倫理、社會），SEPTEMBER 或 5Ps 等技術。最後進行策

略規劃與變革管理，提供圖書館釐清目標以幫助定位，並且決定組織的目的、願

景、核心價值、策略、與人力，設施，技術，服務運營優先事項(Hernon & Matthews, 

2013)。  

全球趨勢報告最受到關注的是每年的 NMC Horizon Report: Higher Education 

Edition (EDUCAUSE, 2018)。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14)提出世界趨勢報

告（Trends Report: Snapshots of a Turbulent World），希望幫助圖書館界運用新興趨

勢，發展未來圖書館的公共政策。主要有三個目的：確定政策的優先事項、讓決

策者和影響者參與推動政策目標，以及提升 ALA 政策的實踐和長期永續性的能

力。該報告參考過去五年圖書館公共政策趨勢的資料，並進行環境掃描、趨勢評

估、調查以及利益相關者諮詢等研究方法。最後，提出三項影響原因與七項主要

趨勢，其中資訊技術、資訊機構、與資訊使用和消費三項，是影響圖書館營運環

境和轉變的因素。七項趨勢則是探討圖書館服務的相關主題，包含：（1）全球互

聯世界的背景。（2）環境恢復力提升。（3）人口統計呈現更大，更老，更多樣化

樣貌。（4）經濟不公平加劇。（5）公共部門預算不足。（6）朝向自我導向，協作

和終身的教育。（7）工作需要新技能與新結構。該趨勢報告引起許多探討：未來

圖書館功能變化？這些趨勢對圖書館和大眾獲取資訊的影響？圖書館有哪些機

會和競爭優勢？圖書館面臨哪些威脅？誰是圖書館的新興競爭者？以及這些趨

勢對圖書館的政策有何影響等議題。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簡稱 IFLA）2016 年也提出趨勢報告，確定全球資訊環境變革中的五

個高水準趨勢：（1）新技術將同時擴大和限制誰有權取用資訊。（2）線上教育能

夠普及全球學習，也能影響全球學習。（3）隱私和資料保護的界線將重新定義。

（4）超連接的社會將被聆聽並賦予新聲音和群體以力量。（5）新科技將改造全球

資訊經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2016)。這

五項趨勢形塑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2016－2021 策略規劃，主要包括四項策略：

策略方向 1：社會中的圖書館。策略方向 2：資訊與知識。策略方向 3：文化遺產。

策略方向 4：能力建構(IFLA, 2018)。 

另一方面，美國大學暨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簡稱 ACRL）也進行圖書館環境掃描，歸納影響的構面包括：社會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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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經濟掃描、科技掃描、研究掃描、與圖書館掃描。2012 年公布學術圖書館重

要趨勢報告（Top Trends in Academic Libraries），包括：傳播學術圖書館價值；數

據庋用典藏；數位保存；高等教育；資訊科技；行動環境；讀者導向電子書採購；

學術傳播；館員任用；與使用者行為與期望。2017 年預測學術圖書館重要趨勢包

括：（1）高等教育經費和費用；（2）高等教育的入學趨勢；（3）大學圖書館實證

導向決策；（4）資訊素養問題；（5）能力導冋的教育；（6）數位保存；（7）開放

科學與開放數據；（8）典藏研究數據；（9）學術傳播；（10）開放取用和採購管理

趨勢；（11）採購評估和評估趨勢；（12）研究評估和計量；（13）規劃和設計圖書

館空間；（14）圖書館和社會正義(ACRL, 2017)。 

二、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趨勢與策略 

受到美國圖書館學會趨勢研究影響，美國馬里蘭大學資訊學院也展開圖書資

訊學教育環境掃描，重新思考圖書館學碩士教育（Master of Library Science, MLS），

2014 年 8 月啟動「再探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Re Envisioning the MLS）計劃，

以找尋下列問題的答案：（1）MLS 學位的價值？（2）未來 MLS 學位的樣貌為

何？（3）未來 MLS 學位的樣貌應該為何？（4）未來圖書館和資訊專業人員需要

的能力、態度和專業技能為何？（5）馬里蘭 iSchool 的 MLS 學程與其他 MLS 學

程的區別是什麼？（6）馬里蘭 iSchool 的 MLS 學程畢業生與其他 MLS 學程的畢

業生區別是什麼(Bertot, Sarin, & Percell, 2015)。 

馬里蘭大學再探 MLS 碩士教育計畫舉辦多項活動，包括組織 MLS 碩士班顧

問委員會，辦理演講、會議、利益相關者或社區討論，利用部落格記錄調查結果，

促進討論白皮書和環境掃描。Bertot & Percell (2014)首先檢視 MLS 學程相關的現

代資訊環境，提出「再探圖書館學碩士教育白皮書」（Re-envisioning the MLS: 

Issues, Considerations, and Framing），參考 ALA 的趨勢報告，分析 MLS 碩士班的

未來趨勢與潛在影響。發現影響馬里蘭大學 MLS 碩士班主要因素有三：（1）社

會、政治、技術、學習和資訊環境的變化；（2）當前直接相關的變化，例如人口

或經濟等；（3）對圖書館事業和職業觀念的變化。此外，聯邦政府或州地方所面

臨的挑戰、工作機會、資訊提供者、資訊本質與社會的變化亦是相關影響因素。

然而，這些變化並不只帶來負面的影響，也帶來創新的機會。最後，白皮書提出

未來圖書館學碩士教育需要思考的 6 項重要趨勢，包括：科技、數據和分析、學

習、人口、政策與資源。 

馬里蘭大學再探 MLS 碩士教育計畫研究報告書主要發現包括：（1）資訊機

構關注人與社區的轉變，強調實體館藏與數位內容，更關注個人及其所服務的社

區，特別是機構如何透過學習，製作，內容創作和其他形式的活動來促進社區和

個人的變革轉型和互動參與。（2）圖書館核心價值觀仍然重要，包括確保獲取，

公平，知識自由，隱私，包容人權，學習，社區公正，保護和遺產，開放政府和

公民參與。（3）未來資訊專業人員的能力。包括領導、管理計畫和人員的能力，

透過直接指導或其他互動促進學習和教育與各種技術合作，並培訓他人。此外，

資訊專業人員需有行銷和宣傳技能，良好的大眾和書面溝通技巧，與公眾合作，



 

23 

解決問題以及及時思考和適應的能力，了解募款、預算和政策制定的原則和應用，

以及在員工，顧客，社區合作夥伴和資助者之間建立關係。（4）關注社區創新與

變革。透過建立夥伴關係，資訊機構是創造性解決方案的重要催化劑，可以在健

康，教育和學習，經濟發展，貧困和飢餓，公民參與，保護和文化遺產以及研究

創新等廣泛領域中應對社區挑戰。（5）使用數據和參與評估。資訊專業人員的數

據角色。（6）了解並運用社區人力資源。（7）關注學習／學習科學，教育和青少

年。（8）關注數位資產與典藏的思維 (Bertot, Sarin, & Percell, 2015)。 

美國近年來系列探討圖書資訊學學生就業情形，Marshall et al. (2010)提出「圖

書資訊學工作就業 2」（Workforce Issues in LIS2，簡稱 WILIS2 報告），希望調查

近年畢業生的就業經驗並對其就讀的碩士班進行評估。張靜瑜（2018）探討臺灣

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畢業生畢業後工作就業情形與評估對碩士班評鑑。該研究調查

六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 2011 年以後的畢業生就業市場，發現在圖書館工作 92 位

（50.5%），其中學術圖書館 47 位（25.8%），其他圖書館 30 位（16.5%），公共圖

書館 15 位（8.2%）；在非圖書館相關工作者有 90 位（49.5%），其中文教機構 36

位（19.8%），電腦資訊網路公司 23 位（12.6%），其他 15 位（8.2%），非營利組

織 7 位（3.8%），出版／代理商／書店 5 位（2.7%），檔案管理 4 位（2.2%）。本

研究與柯君儀、王梅玲（2007）研究相較，畢業生在圖書館工作從 64%減少至

50.2%，畢業生到圖書館以外的機構工作比例增加，我國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畢業

生就業多元化。畢業生對於碩士班評鑑為滿意，碩士班價值與碩士班滿意度、工

作知能與工作滿意度相關；任職圖書館畢業生對碩士班較滿意。 

有關圖書館員核心能力，2008 年，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ALA）擬定〈圖書館事業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s of 

Librarianship），提出圖書館員需要具備的 8 大能力範圍和 40 項能力指標，8 項能

力範圍分別為：（1）專業的基礎；（2）資訊資源；（3）知識和資訊組織；（4）科

技知識和技術；（5）參考和讀者服務；（6）研究；（7）繼續教育與終身學習；（8）

行政與管理(America Library Association, 2009)。 

面對變的社會、科技、圖書館與資訊環境，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需要共同探

討謀求因應策略。綜上所述，美國圖書館界與圖書資訊學教育界已從事環境掃描

與策略管理研究，下列相關的五份重要文件可為我國參考：（1）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14). Trends report: snapshots of a turbulent world，(2)IFLA(2016).IFLA 

Trend Report ，(3)IFLA(2018).IFLA Strategic Plan 2016-2021，(4)ACRL Research 

Planning and Review Committee (2017). Environmental scan 2017，(5)Bertot, Sarin, 

& Percell (2015). Re-envisioning the MLS: Findings, issues, and considerations。 

三、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策略在哪兒 

有關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的討論，溯自胡述兆、盧荷生（1991）接受教育部

圖書館事業委員會委託，從事圖書館與資訊教育之改進研究，該研究分析圖書館

教育八大問題，包括：圖書館與資訊科學整合問題，傳統的教育措施與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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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待更新，圖書館學師資培育問題，圖書館教育層級問題，圖書館員任用問題，

基級圖書館員培育問題，在職教育效果不彰、圖書館用人管道及薪級制度僵化，

使圖書館教育無法突破與提升。該研究報告建議：（1）圖書館與資訊科學教育應

整合，將圖書館學系名改為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系。（2）圖書館學課程必須改進，

建議成立「圖書館與資訊科學課程研究發展小組」研討，訂定一套圖書館與資訊

科學教育標準，並仿美國的認可制度，委託專業學會定期評鑑。（3）建議圖書館

法草案儘速完成立法，把圖書館工作人員分為專業人員、行政人員與技術人員三

類，並將專業人員分為研究館員、副研究館員、助理研究館員、館員、助理館員

五級。（4）請教育部委任有關單位舉辦全國圖書館人力與圖書館教育現況調查。

上述問題今日仍然發生，建議事項除第一項外，餘者常未實踐。其後未再討論我

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策略 

王梅玲（2011）探討臺灣的圖書館學碩士教育發展及問題，針對臺灣 7 所圖

書資訊學碩士班的畢業條件、先修課程、必修課程、選修課程與主題學程五方面

論述，歸納碩士教育發展影響因素包括：（1）政府文化建設需要圖書館領導人才。

（2）博士班成立帶動碩士班發展。（3）資訊科學與網路資訊科技影響。（4）臺灣

高等教育改革與追求卓越。（5）圖書館法與檔案法通過。（6）數位圖書館發展的

影響。但面對數位時代的強烈競爭，也遭遇了下列問題：（1）圖書資訊學碩士教

育缺乏專業認可。（2）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缺乏核心價值共識。（3）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規模小且未發展特色。（4）提供多元主題學程與課程但未衡量市場需求。

（5）未因應數位圖書館新典範而發展新型圖書資訊學教育。（6）徘徊在追求學術

品質與圖書館實務之間。（7）徘徊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整合及科際多元發展的

疑惑等。 

圖書資訊學教育受到科技與社會變革的影響，課程不斷推陳出新，資訊科技

課程增加而傳統圖書館學課程逐漸遞減。國內三所圖書資訊學校，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大學、臺灣大學相繼參加國際當紅的 iSchools 聯盟，成為資訊學院成員，是

否表示圖書資訊學教育與課程正在變化？2009 年開始，政治大學成立圖書資訊學

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其後淡江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也跟進成立數位碩士在職

專班，線上教育對於圖書資訊學教育與研究有何影響? 這些現象均反映我國圖書

資訊學教育圖像正在改變。 

面對變的社會、科技、圖書館與資訊環境，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需要共同探

討謀求因應策略。1991 年至今，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仍然有許多待解答的問題：

（1）現在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與問題為何？（圖書館事業，科技，經濟，社

會，教育等影響）。（2）2028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策略為何？（3）圖書資訊學碩

士教仍然以培養圖書館專業人才為主嗎？是否要發展劃各類專門性課程

（specification），如檔案學、數位圖書館、資訊與數據科學、出版等，以培養專長

人才，甚至提供雙學位選擇？（4）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三種教育制度的教學

目標為何?三者的關係? 與就業市場如何關連？（5）圖書館員核心能力是否對圖

書資訊學碩士教育與課程有影響？（6）圖書資訊學教師目前有半數出於非圖書資

訊學門，背景多元，如何協助他們融入圖書資訊學教育？（7）圖書資訊學教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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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事業有何關係?如何合作共同培育圖書館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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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員未來能力與碩士班課程 

楊美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ㄧ、前言 

圖書資訊學是一門發展快速變動的學門，圖書資訊學教育越來越難在認同、

形象和目的之間取得平衡。我們常常被問到，什麼是圖書資訊學？什麼是資訊研

究？我們這個領域需要培養學生甚麼樣的技能和態度？也常困惑：甚麼是我們的

核心課程？應該佔多少比例？這些課程和就業市場的連結又是甚麼？在今天的

討論中，筆者試著從相關文獻的閱讀和趨勢研究的觀察，歸納幾點建議，向同道

請益。 

二、文獻探討 

（ㄧ）美國新世代圖書館和資訊從業人員的教育 

在"Educating a new gener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rofessionals: A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一文中，作者提到專業的圖書資訊學教育在數位環境仍

有相關性，只是要更有彈性，跟業界有更多的合作(Matusiak, Stansbury, & Barczyk, 

2014)。另外，作者也提到：對於新進館員而言，除了核心的專業能力外，更重要

的是要有熱忱及樂於學習。 

（二）圖書資訊學教育的改革與創新：重新設想 MLS 最終報告 

2014 年 8 月，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iSchool 和信息政策

與訪問中心（iPAC）啟動了"重新設想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Re-Envisioning the 

MLS report）的研究計畫，以應對資訊領域、社區，資訊機構、技術、經濟，勞動

力需求和影響圖書館與資訊科學（LIS）教育的趨勢和其他因素，特別是圖書館學

碩士（MLS）學位的未來發展是如何(Maryland University, 2015)。報告中特別提到

未來資訊從業人員的能力如下： 

1. 領導和管理專案研究 

2. 促進學習和教學 

3. 教導讀者使用各種科技 

4. 對公眾服務的熱忱 

5. 問題解決 

6. 政策制定 

7. 人際關係 

8. 思考敏捷 

http://ischool.umd.edu/
http://ipac.umd.edu/
http://go.umd.edu/ReEnvisionFinalReport


 

27 

2015 年的報告對圖書資訊從業人員的啟示包括： 

1. 成功的資訊專業人員不是那些希望從公眾視野中尋求安靜避難所的人。

他們需要協作、解決問題，具有創造性、社會創新性、靈活性和適應性，

並且渴望與公眾合作。 

2. MLS 課程需要確保學生具備一系列能力，這種能力需要與勇於挑戰的態

度保持平衡。 

3. 吸引有強烈願望為公眾服務的學生至關重要。 

4. 未來屬於具有社會創新能力、創業精神和變革推動者的人。 

（三）澳洲圖書資訊學教育、技能與就業趨勢報告（2014） 

圖書資訊專業技能、知識與學科元素： 

1. 對整體資訊環境廣域內容的知識（Knowledge of the broad context of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2. 資訊尋求（Information seeking） 

3. 資訊架構（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4. 資訊組織與檢索（Information organisation and access） 

5. 資訊服務，資源與產品（Information services, sources and products） 

6. 資訊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 

7. 知識的產生（Generation of Knowledge） 

（四）Top Ten Skills for the Future Workforce 

世界經濟論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發表 2020 年所需要的工

作技能(Careers Portal, 2018)： 

1. 複雜問題的解決（Complex problem solving） 

2. 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 

3. 創造力（Creativity） 

4. 人力資源管理（People management） 

5. 協同合作（Coordinating with others） 

6. 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7. 決策力（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8. 服務導向（Service orientation） 

9. 談判能力（Negotiation） 

10. 認知談性（Cognitive flex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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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國外 iSchools 雖然有許多新的課程讓我們借鏡，但國情民俗不同，無法全盤

照收。目前圖資系所在學人數 1,894 人，專任老師 60 名，任務之艱鉅不言可喻。

要之，課程名稱是一回事，課程的內容與架構才是關鍵；取法乎高，我們要學習

美國圖書館學會對圖書資訊學教育的認證，著重在學生學習成果的評估與修正。

茲建議下列事項，供同道參考： 

1. 延攬更多非圖資領域的人來念研究所，鼓勵大學部本科生修習雙學位，融入

其他相關領域，擴寬自己的視野。鼓勵研究生走出圖書館，挑戰非傳統領域

的工作。 

2. 因應學生就業需要、日益強化產學合作的實習課程。 

3. 學校透過實習課程安排，除增加研究生對未來就業嘗試外，也提供研究生能

從就業環境中，找尋個人研究的方向。 

4. 探討大數據、人工智慧對圖書資訊學研究的影響。 

5. 關注健康資訊服務。 

四、結語 

微軟徵才會鎖定擁有「成長心態」（growth mindset）、而非「知者心態」（knower 

mindset）的人。教育應該有一種著眼於未來的精神，必須超越目前的範圍，以共

創明天現實的目標。每一門學科都透過自己特有的語言、工作習慣與生活方式形

成自己的文化。展望未來，圖書資訊學教育必須在學術取向、市場取向與人文取

向之間取得平衡。新一代的圖書資訊人，必須體認圖書資訊學的價值，為學術研

究盡一份心力；唯有堅持自己的信念，才能踏出堅實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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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育與開放教育發展與影響 

陳昭珍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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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二 

The Present Status and Future of LIS Education in Japan 

Dr. Takashi Nagatsuka Professor Emeritus 

Tsurumi University, Yokohama, Japan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論壇二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現況 

Session II: The Status of LIS Education in Taiwan 

 

 

 

 

 

主持人 

陳雪華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引言人 

1.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價值與現況 

邱炯友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教授 

2.圖書資訊學大學部現況 

歐陽崇榮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教授 

3.圖書資訊學課程 

羅思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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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價值與現況 

邱炯友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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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大學部現況 

歐陽崇榮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本文我們將探討圖書資訊學在臺灣大學部的現況。首先，與我們大學部圖書

資訊學有重要的關係人（群體）包括了學生、教師與社會大眾（將學校部分排除）

（參閱圖 1）。將就這些面向來分析。目前，設有圖書資訊學相關的大學部，分別

為臺灣大學、輔仁大學、世新大學及淡江大學等四個學校。學生數相較大部分科

系在數量上可說是相對較少，然而，這四年裡也是很穩定的發展，每年都有約 300

人（請參見表 1），其中，淡江大學學生最多約占四成。在教師方面（參見表 2），

專任師資有 43 人兼任師資有 94 人比例上約為 1：2.2。臺大專任教師最多有 15 人

為其他學校的 1.5 倍（或許與其研究所有關）。兼任教師臺大只有 10 人為其教師

人數的 40%。其他三所學校則是兼任教師遠多於專任教師達到 2-4 倍。 

接著，我們就課程關係來看（請參閱圖 2），教師與學生之關係主要就是藉由

課程而來（排除一些導師、服務等）。大學為鬆綁課程已將畢業學分由 139 學分調

降為 128 學分（請參見表 2、3）。在專業課程（professional courses）上，系必修

與系選修分別為 84 學分、82 學分、77 學分及 80 學分；其中，臺大在選修課程

上一直維持著相對高比重的 35 學分。在新開課程方面（請參見表 4），可以看出

來，每個學校都因應著時代的演變，開出的課程皆符合社會的需求；其中，臺大

開的課程最多。 

最後，我們來探討圖書資訊學在大學部所面對的機會與挑戰。就機會而言，

社會的氛圍及環境變遷是有利於圖書資訊學的發展。因為，我們看到人們不論是

在學校或在社區都很願意走進圖書館或使用電腦、手機進入谷歌找尋資料並進行

大數據分析。在在都顯示出來，這個社會的人們是須要大量的資料轉換成資訊再

精粹成知識，以面對這複雜的環境變化並解決社會的問題。所以，需要圖書資訊

學（人）。挑戰上，則是社會對我們（圖書資訊學）卻是不知道、不了解的。還有

就是課程上的發展，也就是如何教育我們的學生能夠應用資訊科技將資料加值成

有用的知識，來提供給社會。這二點可說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挑戰。 

 

圖 1 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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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課程關係 

 

表 1 學生數 

 
表 2 教師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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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7 入學學分數 

 

表 4 104-106 入學學分數 

 

表 5 新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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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課程 

羅思嘉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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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三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問題 

Session III: The Issues of LIS Education in Taiwan 

 

 

 

主持人 

吳美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教授 

 

引言人 

1.圖書資訊就業市場與教育供應 

宋慧筠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教授 

2.碩士班經營與碩士生學用概況 

黃元鶴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3.學生學習與對圖書資訊學教育期望 

曾苓莉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博士生 

4.教學與教師多元背景 

宋雪芳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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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就業市場與教育供應 

宋慧筠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隨著人口變遷、科技進步、資訊量增加、學術傳播方式改變、教學法及學習

方式改變，圖書館從實體走向虛擬、從館藏導向走向服務導向、從以機構為中心

走向以使用者為中心。圖書館的角色也隨之改變，更著重於品質、開放、經濟價

值、社會影響及國際化。臺灣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於圖書館類工作者從 1997 佔

80%，至 2007 佔 64%，至 2018 佔 49%（柯君儀、王梅玲，2007；張靜瑜，2018；

楊美華，1997）。圖書資訊學是一個以實務為主的領域，其研究、教學和實務，環

環相扣。Jaeger 和 Franklin（2007）提出良性循環（The Virtuous Circle），強調圖

書資訊教職的多樣性有助於創造圖書館服務的包容性。故本引言以描述 IFLA 

Trend Report 及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為主，其為目前影響全球圖書資訊

學領域發展的兩大方針，以供圖書資訊就業市場與教育參考。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簡稱 IFLA）於 2013 年出版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趨勢報告（IFLA Trend 

Report），指出五個影響資訊社會的趨勢，並點出其對圖書館的角色及服務之省思。

這五大趨勢分別為：新科技將同時擴大及限縮資訊擁有者的權限、線上學習將會

讓全球教育更大眾化與分散化、隱私權與資料保護的籓籬將重新定義、超連結社

會將傾聽與授權新網路社群的聲音、全球資訊科技環境將透過新科技轉移。 

聯合國（United Nations，簡稱 UN）於 2016 年提出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並訂定 17 項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SDGs）及 169 項的細項目標（Targets），這 17 項 SDGs 分別為：消除貧窮；

終止飢餓；良好健康與社會福利；良質教育；性別平等；清潔飲水和衛生設施；

經濟適用的清潔能源；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減少國內

及國家間不平等；永續發展的市鎮規劃、確保永續消費和生產模式；氣候行動；

保育及維護海洋資源；保育及維設生態領地；和平、正義與健全的司法；促進目

標實現的夥伴關系。IFLA 亦積極主動參與 UN 2030 Agenda 的訂定，主張把資訊

近用（Target 16.10）、文化遺產之保護（Target 11.4）、資訊科技之取得（Targets 5b, 

9c, 17.8）及普及讀寫能力等納入目標之中。 

資訊取得（information access）的重要性同時被 IFLA Trend Report 及 SDGs

強調，圖書資訊相關研究大多討論多樣性（diversity）、包容性（inclusion）、公正

（equity）及正義（justice）等議題，如何把這些概念融入於圖書資訊教育，進而

影響圖書資訊市場，是很值得思考並實踐。 

1. 如何在圖書資訊課程及教育注入多樣性、包容性、公正及正義等概念？ 

2. 如何在圖書館館藏、服務及活動強調多樣性、包容性、公正及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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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經營與碩士生學用概況 

黃元鶴教授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一、我國碩士班經營現況 

碩士班經營包含課程目標與主軸、課程規劃與設計、師資結構與專長、招生

策略、學生職涯輔導等不同議題，前述議題彼此之間環環相扣，需整體思考其經

營策略與方向。近年，不少國內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圖資所）都面臨了招生的挑

戰，招募優質的研究生就讀不僅是促成優質研究所的根本因素，更能由此來檢視

研究所累積的整體成效。摘錄近二年圖書館年鑑 1的資訊，綜整如表 1，呈現了招

生人數未增加，註冊人數下降，缺額人數增加的狀況。 

表 1 

 103 學年度 a 104 學年度 b 
 招生數 註冊數 缺額數 招生數 註冊數 缺額數 

中興 15 7 8 15 9 6 

世新 21 12 9 21 11 10 

政大 39 39 0 40 40 0 

師大 40 37 3 20 18 2 

淡江 29 16 13 29 10 19 

臺大 19 19 0 20 15 5 

輔大 17 10 7 17 8 9 

小計 180 140 40 162 111 51 

a 資料來源：吳美美、張淇龍（2016）。圖書資訊學教育。在國家圖書館（主編），

中華民國ㄧ〇五年鑑（頁 207-238，表 79）。臺北市：國家圖書館。 

b 資料來源：莊道明、王梅玲（2018）。圖書資訊學教育。在國家圖書館（主編），

中華民國ㄧ〇六年鑑（頁 269-289，表 100）。臺北市：國家圖書館。 

綜整當前圖資所碩士班招生的挑戰如下：（一）國立學校優勢高於私立學校，

北部學校優勢高於私立學校，因此，若未拓展圖資所整體招生市場範疇，私立學

校與非北部學校的碩士班經營居於劣勢。（二）整體報名人數較少，錄取率由低轉

高，錄取率高或不足額錄取，已非罕見狀況，影響入學新生品質。（三）註冊人數

減少，缺額人數增加，即形成在學率下降的現象，校方要求檢討在學率。（四）由

於想報考圖資所的學生人數有限，考生重複報名，同一人錄取多校，亦會造成各

校缺額人數增加的狀況。（五）由於每屆碩士生在學人數不多，校方對於選修課多

設有人數下限，需控制各選修課程之選修人數，否則有些課程將未達人數下限而

無法開設。（六）校方由在學率來控管教師編制員額，學生人數直接影響教師員額

編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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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前述挑戰的可能原因如下：（一）少子化問題，職涯廣度的考量，文史社

會科學等領域碩士班的供給人數高於需求人數。理工與商業畢業生的就業場域較

廣，因此，若有繼續進修研究需求者，往往優先選擇工商領域。（二）大學主修圖

資者，不見得進修碩士仍選擇圖資，近年改探索其他學科領域者比例提高。（三）

公立圖書館職缺少，由於政府對於年金制度的變革，促成部分公務員延後退休，

難以釋出公務員職缺。此外，政府亦緊縮公務職缺，往往遇缺不補，或是機構轉

型，如高雄市立圖書館行政法人化等案例。若干進修圖資研究所之研究生的報考

動機為嚮往進入公職體系的圖書館，大環境改變，缺少了吸引這些人報考動機因

素。（四）大學非圖資畢業者，是潛在招生對象，圖資教師開設通識課程或許可引

起非圖資者對於進修圖資研究所之興趣，但缺少系統性方法瞭解最佳招生策略。 

碩士班經營待思考問題如下：（一）如何擴大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招生市場？如

何發掘潛在招生對象？（二）課程特色，及其規劃與設計，需考量畢業生就業目

標市場，是以畢業生之就業場域為圖書館為課程主軸之設計，或是培養一般通才，

強化問題解決能力，可彈性到不同產業（或選定數個目標產業）的就業力呢？（三）

因應前述第二點之課程主軸，需檢視教師結構與專長是否呼應本身所設定之課程

目標。（四）如何拓展碩士畢業生之職涯市場，建立圖資碩士班經營品牌？ 

二、我國碩士畢業生學用概況 

我國碩士畢業生學用概況，政治大學圖檔所王梅玲教師指導學生張靜瑜於

2018 年 4 至 5 月向中興、政大、師大、淡江、臺大、輔大等六校圖資（圖檔）所

畢業生發放 495 人次調查問卷，共計 182 人填答，填答率為 36.76%。節錄其研究

結果如下：（一）碩士畢業生從事非圖書館工作之比例提升，相較於楊美華（1997）

研究顯示 82%圖資所碩士畢業生選擇圖書館相關工作，2018 年研究顯示，約僅一

半圖資所碩士畢業生選擇圖書館工作。（二）圖書館工作者在「知能應用」與「工

作滿意度」高於非圖書館工作者。（三）碩士班滿意度項目中，「主修課程內容」

與「探索的機會」，圖書館工作者高於非圖書館工作者。（四）碩士班價值中，「可

以應用在工作」與「工作上有好表現」，圖書館工作者高於非圖書館工作者（張靜

瑜，2018）。 

三、加拿大圖書資訊學碩士班（Master of Library Science, MLS）滿意度與課程改

善建議調查 

Delong & Sorensen (2018)分別於 2003-2006 年與 2013-2014 年調查加拿大研

究圖書館館員對於碩士班滿意度與課程改善建議，摘要該研究結果如下：（一）

2014 年畢業生對於碩士班之通才技能訓練較 2004 年畢業生認同度高。其中管理、

領導、商業等技能是畢業生覺得學到較少的技能。（二）碩士班整體滿意度而言，

研究技能、學術圖書館員的實務知識、領導與商業技能是滿意度較低的項目。（三）

需改善的項目中，2004 年與 2014 年結果差異不大，較高比例的畢業生覺得應加

強實務課程、管理技能訓練、與當代趨勢相關的其他課程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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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育展望 

美國 University of Maryland 之資訊研究學院於 2013-2014 開始規劃專案計畫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育展望（Re-envisioning the MLS），探索以下問題：（一）

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的價值為何？（二）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未來應該如何？

（三）未來資訊專業人員需要哪些能耐、態度、能力？（四）Maryland 的 iSchool

的 MLS 課程與其他學校的差異為何？畢業生與其他學校有何不同？此研究計劃

結果分別刊登於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之 44A 與 44B 等二冊，44A 冊內容主

要是檢視美國圖書館學會認可之圖資所，評估 MLS 學位的成效，學術圖書館與

其他圖書館的需求等內容。研究結果包含 14 項重點（Percell, Sarin, Jaeger, & Bertot, 

2018）：「(1) A shift in focus to people and communities. (2)Core values remain essential. 

(3)Competencies for future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4)The MLS may not be relevant 

or necessary in all cases. (5)Access for all. (6)Social innovation and change. (7)Working 

with data and engaging in assessment. (8)Knowing and leveraging the community. 

(9)Learning/learning sciences, education, and youth. (10)Digital assets and archival 

thinking. (11)Attributes of successful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12)Ensure a balance 

of competencies and abilities. (13)Rethinking the MLS begins with recruitment. (14)Be 

disruptive, savvy, and fearless.」僅就其中第 4 項、第 7 項、第 10 項等三項重點稍

加說明如下：第 4 項：在資訊機構中，教育科技、設計、社會工作、公共健康、

資訊科技、人力資源管理等其他領域專長，可能比圖書資訊學領域專長更符合需

求，應抱持開放的心態。第 7 項：資訊專業人員之”資料（data）”角色日顯重

要，需協助不同社群人員善用資料。第 10 項：網路環境中有許多開放巨量資料，

應重視數位資產的管理與庋用。第 13 項：光是愛書人或熱愛圖書館的特質要成

為下一代資訊專業人員還不夠，未來招募圖資所新生要尋找可在變革中成長、樂

於公共服務與勇於接受挑戰特質者。 

前述研究顯示美國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課程重點由資訊（information）管理朝

向資料（data）管理，如筆者母校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之 MLIS 課程規劃重點

朝向資訊文化與資料管理（Information Culture and Data Stewardship2），必修課包

含以下課程：Data and Information in Systems, Lifecycles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The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in the Community，與典型圖資所必修課程（資訊組織

與主題分析、參考服務等）已完全不同，建議國內圖資所亦需重新檢視並思考課

程規劃的方向，以利拓展。 

註 1 102 學年度以前，圖書館年鑑呈現之資訊，缺少各校註冊數與缺額數等資

訊，105 與 106 學年度之招生相關資訊，應分別刊載於一 O 七年與一 O 八

年之圖書館年鑑，均尚未出版。 

註 2 請詳見 http://www.icds.pitt.edu/degree-programs/master-of-library-and-

information-science-m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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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與對圖書資訊學教育期望 

台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省思：一位博士生觀點 

曾苓莉博士生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過去、現在與未來」 

身為一位本土圖書資訊學「老」博士生，心中對於台灣圖書資訊學定位與圖

書資訊學教育的發展有極多的問號與驚嘆號，回想 20 年前，我是位碩一菜鳥圖

資研究生，參加 1998 年於國家圖書館舉辦的「造訪圖書資訊學工作坊」，回顧 20

年前前輩先進們的討論內容，再與 20 年後的現在交互比對，歲月流轉二十載，當

年預測的某些現象已然發生，當年討論的某些問題依然無解，然而，20 年前的「造

訪圖書資訊學工作坊」提供國內圖書資訊學界一個對話交流的機會，讓大家省思

學科本質、學門定位與專業教育發展等問題，開啟前瞻性視野。「圖書資訊學未來

教育論壇」同樣地要帶領大家向前看往前飛，希望藉由交流討論探索未來 10 年

之間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發展樣貌。過去 20 年，身處的時代讓我躬逢其盛見證從

「圖書館學」轉變成「圖書資訊學」的過程，在未來的 10 年之間，「圖書資訊學」

又會面臨何種衝擊演變？「圖書資訊學教育」又要如何往前邁進？時間長河之中，

就讓我們「立足現在，回溯過去，放眼未來」。 

「困境與問題」 

以一位本土圖資博士生的觀點出發，目前我所觀察到台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現

有的困境與問題有： 

一、偏重「研究」，忽略「教學」與「服務」 

理想的圖資博士生教育，應培育學生具備「研究、教學與服務（服教研）」三

種能力，不僅需要做研究發表文章的實力，還需擁有進行教學設計教書講課的能

力，以及願意投身圖書館公益社群（專業學會活動）的服務精神。然而，現有的

狀況是一面倒，偏重「研究」，忽略「教學」與「服務」的養成訓練。 

二、研究主題與方向遭受現實因素干擾—人人都要成為 I 級人 

國內圖書資訊學研究的主題分布並非平均，具有高度集中性，造成此現象背

後有許多因素，其中之一是博士生畢業要求大多設定 SCI、SSCI 門檻，博士生為

了能順利取得學位，在研究與發表時自行排除不易被國際主流期刊關注與接受的

主題，大家會湧入投入時間較少但效益高的研究領域，研究發表內容多半不能與

自我興趣相符，也未能與圖書館實務工作接軌，學術研究的成果無法有益與改善

國內圖書館實務界問題。某些較有想法的博士生，會希望同時具備多種武器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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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又能發表國際期刊，又可兼顧自身研究興趣，更可以對圖書館實務界有所裨

益），但在現實環境中往往受限於時間與精力，最終往往只能放棄。 

三、稀少珍貴主題的研究人口需要被保護被鼓勵 

基於前述第二點引發的連鎖效應，間接的造成國內圖書資訊學領域某些研究

主題面臨研究斷炊後繼無人的窘境，若從平衡發展全台圖書資訊學研究整體環境

的立場出發，稀少與珍貴主題的研究人口需要被保護被鼓勵，圖資學界必須發展

實質的人才養成計畫。 

四、獨立所的「內憂」與「外患」 

國內圖資領域獨立所目前正面臨內憂外患： 「內憂」--獨立所囿於教師員額

數較少，加上學制眾多（碩士、博士、在職生、一般生與學分班）與學生背景多

元（圖資、非圖資），在課程規劃與開設方面，與具有大學部的圖資系所相較，欠

缺彈性與支援性，此外，獨立所每位教師所收指導學生數較多，教師工作負荷量

相對較大。「外憂」--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環境遭受少子化因素衝擊，國立大學已

陸續進行組織改造系所整併，規模小人數少的圖資獨立所能否不被捲入這波整併

風潮中安然度過，這是令人關心與憂心的議題。 

五、「路線爭議」與「領域之爭」 

舊時代的圖書館學本身就具有多科性性質，新時代的圖書資訊學更希望藉由

與其它學科之間跨領域的合作，結合新的研究能量產生嶄新的研究方向，然而在

此過程之中，無可避免的產生「路線爭議」，究竟是以「圖書資訊學為核心，其他

學科僅是輔助」，還是「其他學科視圖書館、圖書資訊學為其應用的範圍」，此問

題若與前述第三點提及的目前獨立所整併風潮結合，問題觸及的層次將拉高為

「圖書資訊 VS. 資訊」，「圖書資訊 VS. 教學科技」的領域之爭。 

六、「去圖書館化」的影響 

近年來國內圖書資訊學研究主題有「去圖書館化」的趨勢，研究生論文多半

不以圖書館實務工作內容為研究主題，造成此狀況的成因複雜，包括新課程規劃

影響（圖書館相關課程減少）、指導教師專長…等，但有一重大原因是--相較於其

它主題，此類主題的研究必須仰賴圖書館館方行政資源才能完成（例如：圖書館

要提供內部資料或訪談對象），對於一位沒有任何工作經驗的研究生，若沒有指導

教授的協助，要取得圖書館館方的支援極為困難，因此也間接造成研究生不以圖

書館實務工作做為研究主題與對象的狀況，長期發展下去，「圖書資訊學研究」與

「圖書館實務工作」二者將會漸行漸遠。 

七、博士生輔導與生涯規劃支援 

針對國內圖資系所博士生研究與生涯規劃部分，先前雖有倡議舉辦圖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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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論壇實體活動．與建置圖資博士生網路交流平台，可惜二者皆未能付諸實現，

近年來報考圖資博士班人數愈來愈稀少，尚未拿到學位的博士生有些仍在苦戰之

中，有些已半途而廢，以台灣圖書資訊學界未來人才培育觀點考量，有系統的支

援博士生生涯規劃與加強研究教學方面的輔導，是必須要投入的長久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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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教師多元背景 

宋雪芳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一、前言 

今日科技的快速發展，網路訊息的無遠弗屆，形塑了全球化的多元文化社會，

更帶動了跨領域整合的趨勢，強勢難擋。全球高等教育也在這潮流上讓全球大學

（Global University）概念興起，努力滿足型的就業快速轉市場的需求。教育朝向

跨域整合、多元文化教育素養，培養學生了解不同領域文化的知識、技能及思維。

知識建構、內容統整、減低偏見、平等教學，增能的系所文化，同時為多元跨域

整合的教育內涵及實踐提供跨域思維的標竿，邁入自主學習及跨域學習的新時

代。 

二、領域環境背景 

圖書館與資訊科學領域以培養服務圖書資訊人才為主，掌握宇宙知識是天

職，如何培養具有跨領域資訊素養的人才，也成為圖資系所的一項要務。加以圖

書館重度仰賴科技應用，教學與教師背景多元自然有其必要性。環視我國圖書資

訊學教育環境，亦多朝向擁有跨域多元背景教師群方向。 

目前我國圖資領域大學部學生來源以文科為主，研究所生源雖較多元化，但

亦以文科為多。國外圖資學定位在研究所，所以學生來源較多元，但根據統計，

以人文學科，尤其是英文、歷史為多。當前教育關注轉向科學，技術，工程和數

學（STEM）領域，我們訓練出來的是否反映這種變化？教師的所接受的教育及

學科背景的多樣性，將帶給圖資學們更能呼應社會需求。 

三、圖資相關學系教學與教師多元背景舉例 

從各系所的網頁，客觀取其描述： 

（一）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本系教師的研究興趣廣泛，研究領域從傳統的圖書館學、檔案學和目錄學，

到資訊組織、資訊檢索、數位媒體、資訊資源與服務、資訊行為、資訊素養、資

訊管理與行銷等，甚至結合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和資訊工程等相關學科領域，

充實圖書資訊學研究之深度與廣度。”該系所教師除了圖資專業背景外，另外有

教育媒體、心理學、資工、資科、農工背景教師。 

https://www.lis.ntu.edu.tw/?page_id=434  

https://www.lis.ntu.edu.tw/?page_id=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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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本所重視跨領域教學及研究，專兼任師資包括圖書資訊學、資訊管理、資

訊技術、知識管理等多元背景，學有專精並具有豐富實務經驗，研究及教學成果

均相當豐碩。本所教師之學術論文發表質量，在圖書資訊學領域表現頗佳，也經

常於重要的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受邀擔任主講者及會議主持。而在研究計畫方面，

本所教師在數位典藏、數位出版、及數位學習等相關計畫的參與積極，已累積相

當研究成果。” 該所教師涵蓋圖資、教育、傳播、資工、資科等背景。 

http://www.glis.ntnu.edu.tw/members/super_pages.php?ID=members1  

http://www.glis.ntnu.edu.tw/members/teacher.php?class=110  

（三）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成立於民國 85 年，成立之初分為三個領域：圖書資訊學、檔案學與博物館

學。自民國 92 年易名為「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以促進圖書資訊學與檔案

學的教學與研究。宗旨在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圖書資訊學與檔案學之高級專業

人才，並與其他相關學門領域融合，教學上與各大學合作跨校選課，有助於學生

彈性化學習，瞭解圖書館、檔案館事業的發展，掌握多元化的資訊環境，培育數

位資訊時代之高科技與人文關懷專才，進而邁入資訊服務的新境界。本所目前重

要研究領域涵蓋：圖書資訊學、檔案學、數位圖書館、數位學習、資訊計量學、

學術出版與傳播、資訊行為等。”該所教師有圖資、史學、電子工程等背景。 

https://lias.nccu.edu.tw/intro/pages.php?ID=about1  

https://lias.nccu.edu.tw/intro/teacher.php  

（四）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培養高素質之圖書館中、高階工作人員為目標”該所計有三位專任教師，

其中一位資工領域。 

http://www.gilis.nchu.edu.tw/index.php/2014-05-21-06-12-25/2014-10-28-07-52-45  

其他還有輔大圖資、淡江資圖、世新資傳等亦有雷同狀況。 

四、教學與教師多元背景優勢 

多元背景教師若能齊心協力，建立夥伴合作關係，共同成為彼此的精神支柱

與學習對象。有更開放的思維及跨領域教學知能，積極從事圖書館專業及教學精

進與創新；可一起發展跨域教材、跨域課程模組的整合式課程、及各種類型的學

程等。帶領系所學生朝向更高闊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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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言 

教師多元背景能為圖書資訊學帶入與時俱進的科技技能與素養，為純圖書館

學界添翼，也為學生帶來不同思維不同領域的學習，更能強化就業能力。跨領域

學科背景多樣化的師資陣容，若能合作得宜，是可創造無限的可能前景。 

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若有多元背景教師卻無法相互融入合作，一起為系所

目標勇往前行，那僅能說是拼圖式的教師組合，學生所學亦無法融會貫通成為一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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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四 

2028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策略方向 

Session IV: The Development of LIS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of 2028 

主持人 

王梅玲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教授 

 

引言人 

1.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教育政策白皮書規劃 

莊道明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教授 

2.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策略規劃 

吳美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教授 

3.圖書資訊學課程設計策略規劃 

林珊如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4.資訊相關課程發展略規劃 

李正吉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6.檔案學課程設計策略規劃 

林巧敏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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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19-2023 策略規劃 

莊道明教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一、白皮書（white paper）定義 

白皮書通常泛指政府官方具權威性報告書或指導性官方正式文件。內容主要

在闡明政策、提出解決或決策的機關方案或策略。各國政府公開官方文件常因封

面顏色不同，因此也有不同顏色的稱法，例如英國政府的藍皮書；西班牙的紅皮

書；法國的黃皮書與義大利的綠皮書等。在印刷便利之下，白皮書成為國際公認

正式官方的公文書的顏色。白皮書除是政府對民眾發布行政資訊、公開政府資料

或施政方針外，當今商業機構也常利用白皮書，表達市場銷售或產業前景的前瞻

性見解，以提供社會大眾或公司了解產業未來發展與預測趨勢，以提升投資大眾

或企業的投資信心(Graham, 2013)。 

二、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編撰三原則：(Graham, 2013) 

 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描（Backgrounder）：針對當前圖書訊學教育發展在圖

書館服務、或應用技術方法等現況進行評估，並針對全球社會、技術、經濟

與政治未來發展進行前瞻性需求進行討論。撰寫時可列舉國內外發展成熟的

圖書資訊學教育系所的成功案例來佐證。 

 重要發展議題清單（Numbered list）：白皮書目的是提出機構發展重要政策或

未來行動方案的正式文件，內容應羅列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窒礙難行之處、

具關鍵性資通訊技術，並逐一列舉與陳述說明，以引起目標讀者或主管機關

對該議題的關切或討論。在議題或問題的文字陳述上，應適當運用 FUD（Fear，

Uncertain, Doubt）等原則撰寫，強調問題的恐慌性、不確定性、與疑惑性，

以引起閱讀者的關切。 

 圖資教育政策發展未來議題與解決策略（Problem/solution）：針對未來圖書資

訊學教育提出全新與改進建議，分成短中長期提出發展策略。撰寫目的應針

對人學生、教師、教育部主管機關等利益關係者別提供教育政策訊息、說服

或共享提出的圖書資訊學教育願景，以能喚起對各項政策的支持或協助。 

 

 針對台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2019-2028 年）內容建議架構如下： 

1. 前言：圖書資訊學教育基本定義或範疇 

2. 圖書資訊學教育背景：師生數現況與未來數預估值、國內外成功圖資教

育案例、台灣圖書資訊學教育鏈現況 

3. 議題條列：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瓶頸、過去教育發展所面對問題或限制、

與對未來發展方向不確定性 

4. 圖書資訊學教育建議:對政府、師生、圖書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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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功案例探討：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 2000 年第一版 

 

參考文獻 

中國圖書館學會（2000）。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臺北市：中國圖書館學會。 

Graham, G. (2013). White papers for dummies. New York: John W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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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策略規劃 

吳美美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謝謝主持人邀請，真是盛情難卻，也敬佩梅玲老師的熱情。不過我還是以為

未來的 10 年應該要由年輕一輩的老師們來定義。沒有拒絕成功，當成是畢業考

好了。 

我們的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應有甚麼策略規劃？ 

先問幾個問題： 

1. 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的目標是甚麼？（最好是參考國際認可的專業標準） 

例如：美國圖書館協會課程認證標準(ALA, 2015)，首先規定清楚的課程使命、

宗旨和目標，其中： 

I.2 明確定義學生學習成果是該計劃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結果描述學生在

畢業時應該知道什麼、能夠做什麼。它們使教師能夠對學生學習的期望達成共

識，並在課程中實現一致性。學生學習成果反映了學生所接觸的全部學習經歷。

學生學習成果包括： 

I.2.1 圖書館學和資訊研究領域的基本特質；[圖書資訊學概論] 

I.2.2 該領域的哲學、原則和倫理；[圖書資訊學哲學、原則和倫理相關課程] 

I.2.3 專業組織所提供的政策聲明和相關的文件中明確、適用的專業化原則； 

I.2.4 重視研究有助於提高該領域的知識基礎；[研究方法] 

I.2.5 圖書館與資訊研究與其他領域的共生關係；[跨學科聯繫、資訊科技、傳

播、資訊社會、資訊管理、數位行銷、數位人文等] 

I.2.6 圖書館和資訊服務在多元化全球社會中的作用，包括滿足缺乏資訊服務族

群的需求;[資訊組織、資訊檢索、資訊服務、數位策展、讀者服務、館藏管理、

圖書館建築、空間管理、族群需求研究等] 

I.2.7 圖書館和資訊服務在快速變化的技術社會中的作用；[資訊科技、媒體資訊

和數位素養、社會包容和數位包容、資訊倫理、資訊政策等] 

I.2.8 旨在服務該課程所屬選區的需求。[在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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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論的學科範圍內容 v.s.實用的學科範圍內容（仍然是辯論中的兩難課題） 

過去的教學，經常沿用杜威時代的學徒制原理，由實務經驗入首，重操作而

輕原理。其優點是易於職場適應，弱點則相對顯現於專業特質中的缺乏思辨。因

此未來的教學宜講究理論和實用並進，只是先教理論，還是先教實務？還是需要

依照課程特質或學習者特質，需要再深入討論。 

3. 外部的競爭對手和威脅？ 

外部的競爭對手使得專業人員的專業競爭力受到挑戰，有多少和有哪些外部

競爭對手和威脅？例如政府經費減縮、編制人員減少、讀者和社會倚賴度強弱等。 

4. 內部的強項和弱項？ 

教師的來源、學科屬性、專業學術會議和學術期刊的向心力和競爭力？專業

萎縮？缺乏專業性格等。 

5. 課程的策略規劃？（我仍然建議策略規劃的話語權應該交給新的一代…） 

文獻借鏡：一些簡單的閱讀筆記 

Percell, J., Sarin, L. C., Jaeger, P. T. , 與 Bertot, J. C. 等人 (2018) 編輯的 Re-

envisioning the MLS 研究結果指出： 

 a shift in focus to people and communities 

 core value remains essential 

 competencies for future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The MLS may not be relevant or necessary in all cases (other degrees such as 

instructional design, social worker, public health, analytics, IT/IS,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Access for all 

 Social innovation and change 

 Working with data and engaging in accessment 

 Knowing and leveraging the community 

 Learning/Learning sciences, education and youth 

 Digital assets and archival thinking 

Som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Attributes of successful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Ensure a balance of competencies and abilities 

 Re-thinking the MLS begins with recruitment 

 Be disruptive, savvy and fear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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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w 研究中心 Rainie (2014)對未來的圖書館提出七個圖書館員需要回答的問

題： 

1. 甚麼是未來的知識？ 

2. 未來的知識途徑的是什麼（參考專業知識）？ 

3. 未來的公共技術和社區主力機構的是什麼？ 

4. 未來的學習“空間”的是什麼？ 

5. 未來關注的結構是什麼？ 

6. 什麼是特許經營權？ 

7. 你的圖書館在甚麼位置？ 

Bertot, John Carlo、Sarin Lindsay( 2015)。MLS 的未來：重新思考圖書館員教

育。 

2015 年馬里蘭大學資訊學院 John Carlo Bertot 與 Lindsay Sarin 提出五項美

國圖書館學教育面臨的挑戰，包括：(1)美國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勞動力大幅減少，

僅 2011 年，州和地方政府就削減了近 25 萬個就業工作；(2)圖書館工作有挑戰

性，剛畢業的 MLS 學生的技能需要與圖書館所尋求的技能相關聯；(3)有許多其

他的資訊來源和資訊服務提供者，不僅僅是谷歌，個人有許多選擇，其中圖書館

或圖書館員可能不是首選或甚至不被考慮；(4)資訊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資料和

資訊素養（分析、可視化、策展）對於教育、就業和日常生活的成功至關重要，

以及(5)社區正在發生變化，人口變項，包括不同的種族、語言、收入和能力方面，

越來越多樣化，需要改變人口的資訊和技術需求將帶來挑戰。 

鑑於這些挑戰，馬里蘭大學 iSchool 的 Bertot 與 Sarin 開始思考兩個問題：四

年內 MLS 計劃應該是什麼樣子？應該招聘哪些類型的學生？ 

他們的研究結果提出下列建議，認為未來的圖書館員應能勝任下列類型的工

作： 

 作為重要訊息的告知者。 

 為社區量身定制的資源和服務。 

 為社區公平提供所需的資訊資源、服務和技能。 

 在社區中發揮領導作用，獲取資訊的可用性、傳播和保存。 

因此 Bertot 與 Sarin (2015)認為未來的 MLS 學生必須： 

 接受變革、充滿模糊性和不確定性 

 願意隨時掌握新技能 

 關注日益多元化社區的需求、滿足人們的需求並將他們帶到他們需要的

地方 

 能夠表達並領導朝向願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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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人選的特徵包括： 

1. 適應性強：資訊專業人員必須願意並渴望不斷學習和適應使用資訊的人，他

們如何使用資訊以及他們需要的服務種類。 

2. 創意：資訊專業人員必須願意嘗試新的技術，程序和服務。應該有冒險，失

敗，學習和再次嘗試的意願。他們必須積極尋求有關趨勢和最佳實踐的資訊。 

3. 領導者：資訊專業人員需要具備強大的溝通能力，使其領導風格適應環境，

並有效地應對組織不斷變化的需求。他們具有自我反思能力，足以知道何時

具有建設性的積極性以及何時為其他人提供領導機會。 

4. 技術嫻熟：資訊專業人員必須對技術感到滿意，並希望始終能夠適應和更新

他們的技能。他們應該渴望學習如何使用新設備，熟悉社交媒體平台，應用

程序，分析資料和開發編碼技能 - 並且應該通過可用性，可訪問性和包容性

的角度來處理技術。 

5. 行銷：資訊專業人員需要知道如何代表其組織和社區進行宣傳。他們還需要

預測並了解如何闡明訪問，包含，服務，技術和其他關鍵社區需求的願景。

這需要願意參與持續不斷的分析和變革。 

6. 服務導向：資訊專業人員有義務關注他們所服務的社區，個人需求和包容性。

他們需要確保服務 - 無論是編程，掃盲教學，資料分析還是記錄管理 - 都是

根據用戶和社區的實際需求而設計和實施的，而不是基於我們專業過去的神

秘資訊實踐。 

參考文獻 

Bertot, J. C. & Sarin L. (2015). The Future of MLS: Rethinking librarian education. 

American Libraries Magazine. 

https://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2015/02/26/the-future-of-mls/ 

Percell, J., Sarin, L. C., Jaeger, P. T. , & Bertot, J. C. (eds.)(2018)Re-envisioning the 

MLS: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Bingley : Emerald Publishing.  

 

 

 

 

 

 

 



 

83 

附錄一：2008 和 2015 美國圖書館協會(ALA)學程認證—標準 II 課程修訂對照表 

標準 II：課程 

2008 年標準  2015 標準 

II.1

課

程 

II.1 課程以宗旨和目標為基礎，

並根據持續的系統規劃過程發

展。在這個總體框架內，課程

透過各種教育經驗，為圖書館

和資訊機構以及其他環境中提

供服務所必需的理論、原則、

實踐和價值觀提供了研究。 

 
II.1

課

程 

II.1 課程以宗旨和目標為基

礎，並根據涉及所有選區代表

的持續系統規劃過程而發展。

在這個總體框架內，課程透過

各種教育經驗，為圖書館和資

訊機構，以及其他環境中提供

服務所必需的理論、原則、實

踐以及法律和道德問題和價值

觀提供研究。課程定期修訂以

保持最新狀態。 

II.2

課

程 

II.2 課程涉及可記錄的資訊和知

識，以及便於其管理和使用的

服務和技術。圖書館和資訊研

究課程包括資訊和知識創造、

交流、識別、選擇、獲取、組

織和描述、存儲和檢索、保

存、分析、解釋、評估、綜

合、傳播和管理。 

 
II.2

課

程 

II.2 課程涉及資訊資源以及便

於其管理和使用的服務和技

術。在這個總體概念中，圖書

館和資訊研究課程包括資訊和

知識創造、交流、識別、選

擇、獲取、組織和描述、存儲

和檢索、保存和管理、分析、

解釋、評估、綜合、傳播，使

用和使用者，以及人力和資訊

資源的管理。 

 
II.3.1 促進圖書館和資訊專業人

員的發展，他們將在提供服務

方面發揮主導作用； 

  
II.2.1 促進圖書館和資訊專業人

員的發展，他們將在提供適合

所服務社區的服務和收藏方面

發揮領導作用； 

 
II.3.2 強調不斷發展的知識體

系，反映相關領域的基礎研究

和應用研究成果； 

  
II.2.2 強調不斷發展的知識體

系，反映相關領域的基礎研究

和應用研究成果； 

 
II.3.3 整合了理論，應用和技術

的使用； 

  
II.2.3 整合技術和支持其設計、

應用和使用的理論； 

 
II.3.4 響應多元化社會的需求，

包括低度服務群體的需求； 

  
II.2.4 滿足多元化和全球社會的

需求，包括低度服務群體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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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5 響應迅速變化的技術和全

球社會的需求； 

  
II.2.5 為快速變化的領域的未來

發展提供方向； 

 
II.3.6 為該領域的未來發展提供

方向； 

  
II.2.6 促進對持續專業發展和終

身學習的承諾，包括未來從業

者所需的技能和能力。 

 
II.3.7 促進對持續專業發展的承

諾。 

  
II.2.7 促進對持續專業發展的承

諾。 

II.4

課

程 

II.4 課程為學生提供了建立連貫

的學習計劃的機會，這些學習

計劃允許在學校制定的計劃要

求的範圍內滿足個人需求、目

標和願望，並促進能力的發展

富有成效的職業生涯所必需

的。課程包括適當的合作學位

課程、跨學科課程和研究、體

驗機會和其他類似活動。課程

內容和序列關係很明顯。 

 
II.3

課

程 

II.3 課程為學生提供了建立連

貫的學習課程的機會，這些課

程允許在學校制定的課程要求

的範圍內滿足個人需求、目標

和願望，並促進學生的成績學

習成果。課程包括適當的合作

學位課程、跨學科課程和研

究、體驗機會和其他類似活

動。課程內容和序列關係很明

顯。 

II.5

課

程 

II.5 當一個項目包括對專業領域

的服務和活動的研究時，這些

專業的學習經驗建立在圖書館

和資訊研究的一般基礎之上。

專業學習經驗的設計考慮了相

關專業組織開發的知識和能力

陳述。 

 
II.4

課

程 

II.4 一般課程和專業課程的設

計考慮相關專業組織制定的知

識和能力陳述。 

II.6

課

程 

II.6 課程，無論學校選擇的交付

形式或地點如何，均符合本標

準的要求。 

   

II.7

課

程 

II.7 課程不斷審查並接受創新；

其評估用於持續評估，改進和

規劃未來。課程評估包括評估

學生的成績和後續成就。評估

涉及該計劃提供的服務：學

生，教師，雇主，校友和其他

成員。 

 
II.5

課

程

II.5

課

程 

課程的持續評估程序不僅來自

教師，還有來自服務對象的代

表。課程不斷評估，不僅來自

教師，還包括來自學生、雇

主、校友和其他成員的代表。

課程評估用於持續評估和改

進，包括對學生成績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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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6

課

程 

II.6 該計劃有明確的書面證據

證明其正在進行的決策過程，

以及證實課程評估的資料。 

   
II.7

課

程 

II.7 該計劃展示如何系統地使

用課程評估結果來改進課程和

規劃未來。 

未來參考閱讀 

MIT (2016)。機構範圍的未來圖書館規劃研究報告。https://future-of-

libraries.mit.edu/sites/default/files/FutureLibraries-PrelimReport-Final.pdf 

Pew (2017)。Pew 研究中心 2016 年報告。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7/09/11/how-people-approach-facts-and-

information/pi_2017-09-11_factsandinfo_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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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課程設計策略規劃 

林珊如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這個議題的思考起點，是我們學科存在的意義及在協助解決社會問題的角

色。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思考學科本質學能與社會發展趨勢。 

一、就圖書資訊學的學科內涵要素來思考課程設計： 

（一）主要的元素應包含下列四項：人、資訊、系統、科技。 

有關人，我們是服務人的實用學科，探討如資訊使用者的行為與心理；有關

資訊，我們關心的核心是資訊的各種現象，探討如資訊計量、大數據資料分析、

與資訊資源的認識與掌握;有關系統，如圖書館作為一種社會系統及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的設計經營與管理；有關科技，我們領域的發展始終與科技發展緊密結合，

如從資訊檢索、數位典藏學習與出版、AI/VR/AR 應用等等。 

（二）作為社會科學的學科基礎知識：我們仍需要了解三門相關的社會科學，包

括社會學、心理學、與傳播學。我們需要社會調查與研究的方法論與工具，包括

質化與量化研究方法與統計學。當然，專業的核心基礎知識圖書資訊學概論。 

（三）主要專業學科： 

 資訊機構管理與使用者行為：圖書館、博物館 

 資訊資源與管理 

 資訊加值與知識組織 

 資訊科技：社會網路分析、UX 設計與評估 

 資訊科學：資訊學、計量分析 

 檔案學：檔案學、檔案管理 

二、未來策略：圖書資訊學門兼具科學發展的本質與服務業的特性，目前的學科

走向受科技與社會趨勢的深刻影響。因此思考未來的課程設計，必須看見與納入

這兩種發展趨勢。依個人淺見，主要有兩個策略發展方向：趨勢接軌策略與問題

解決策略。 

（一）趨勢接軌策略。可見的趨勢如下： 

1. 高齡社會與少子化：如消費者健康資訊服務, 高齡資訊服務與終身學習 

2. 網路科技/互聯網/大數據：如資料科學、資訊視覺化、程式設計、學習遊

戲化 

3. 數位時代各種年齡與文化社群的資訊取用、判斷的能力培養：如各種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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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素養教育 

4. 跨領域/跨國學習課程：合作教學與合作學習課程、問題導向與資源導向

的整合課程 

5. 數位學習/學位：如 E-learning, MOOCs 線上學習課程 

（二）問題解決策略  

現況問題：部分學生學習動機低落不知所學的應用價值，社會極需尋找有解

決問題能力的人才 

課程設計：產學結合的〈田野實務課程〉： 

不同於目前的實習課 

成功案例：東海會計系的創新教育，大三到業界上班上課一年，由直屬 

上司打分數，完成修課要求。 

畢業後留用比例高，學生滿意度也高，台大等相關系所也陸續跟進。 

途徑：尋找圖書資訊學系的相關業界 由業界的學長姊或有求才需求的 

主管提供實務訓練與機會 

學生可以參與工作場域的日常，接受訓練與挑戰並貢獻所學完成課程時 

若表現良好畢業即就業 

產學結合的課程策略也可以應用在研究所階段，在直接接觸社會現實的 

場域中協助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更可以彰顯本學科長遠的社會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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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相關課程發展略規劃 

李正吉教授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在這資訊科技日益求新的時代，各行各業都要因應時代的變遷與衝擊，如何

在這複雜的環境中站穩腳步與放眼未來，將是我們每一世代的責任，而身處圖書

資訊學界的我們，更應該擔負起這個重責大任，好好教育我們圖資界未來人才，

因應社會環境的改變。我個人將從以下幾點項目歸納資訊相關課程發展策略： 

一、現況 

目前，台灣所有大學中，教授圖書資訊學之研究所為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

學、政治大學、中興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及世新大學，這其中有大學部之

學校只有台灣大學及三所私立大學，一年大學畢業生大約只有 300 位左右，研究

生畢業人數大約有 90 人左右，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的畢業生有一半左右都在相

關圖書館工作。 

二、願景與目標 

我們大學系所教授之資訊相關課程，學生都能學以致用在各相關產業或圖書

館，期許我們培育出來的學生，將來都是具有社會影響力之人才。對學生的資訊

課程教育目標如下： 

1. 具備電腦軟硬體基本知識 

2. 具備網路相關知識 

3. 具備程式語言設計能力 

4. 具備資訊檢索能力 

5. 具備資料庫管理能力 

6. 具備數位內容處理之能力 

7. 具備數位學習、數位行銷之能力 

8. 具備多媒體處理之能力 

9. 具備數據分析之能力 

10. 具備資訊科技應用之能力 

三、環境趨勢變化  

新的資訊科技 IT 架構及產業趨勢不斷日新月異，企業必須改變資訊策略才

能迎接新的挑戰；而學校的相關資訊課程也必須要有所調整，才能在這波資訊科

技爆炸的時代，培育出來的學生才能在就業市場上生存下去，並且提昇自己的職

場優勢，讓自己的企業更具有競爭力及提昇企業市佔率。高德納公司是美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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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資訊科技研究和顧問的公司，他在今年預言未來的十大科技趨勢如下： 

1. 人工智慧基礎 

2. 智慧應用程式與分析技術 

3. 智慧型物件 

4. 數位分身 

5. 從雲端到邊緣運算 

6. 對話式平台 

7. 沉浸式體驗 

8. 區塊鏈 

9. 事件驅動 

10. 持續性的適應風險與信任 

四、擬定課程發展策略 

早期，圖書資訊學之資訊相關課程，都是以資訊基礎課程為主，為了因應未

來科技趨勢來臨，各大學系所必須調整相關課程並擬定課程發展策略，這樣培育

出來的學生才能被組織適才適用。故課程發展策略建議如下：  

1. 完整規劃之資訊相關課程，達到上面定義之課程教育目標。 

2. 課程與科技趨勢須有關聯性，學以致用到相關產業。 

3. 課程須能提昇產業之資訊化或數位化服務。 

4. 導入業界師資，瞭解產業脈動。 

5. 實現數位生活與智慧生活之境界。 

6. 導入數位學習或線上學習課程，學生可以任意時間、地點學習課程。 

7. 藉由創新課程，發展智慧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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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學課程設計策略規劃 

林巧敏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ㄧ、前言 

臺灣的檔案學正規教育課程比圖書資訊學課程發展晚，遲至 1996 年國立政

治大學成立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設置檔案學組，始有檔案學正規教育體制。（薛理

桂、陳慧娉，2014）本文旨在闡述檔案學課程規劃理念，首先說明檔案學專業知

能學習主題，並根據文獻計量成果勾勒檔案學專業發展趨勢，繼而檢視盤點國內

目前大學部與研究所檔案學相關課程概況，藉以提出未來課程規劃建議。 

二、檔案學專業知能學習主題 

早期檔案學研究，僅概分為實務及學理兩大類，經學科專業內容分衍，開始

深化各項議題探討，加入檔案學與社會互動層面、檔案管理技術層面、檔案儲存

媒體層面、資訊技術應用層面、檔案檢索與應用層面等議題，經相關文獻探討可

整理出檔案學核心知能的學習主題（Cox,1987; Couture & Ducharme,2005; 

Craig,1996; McKemmish, Gilliland-Swetland,& Ketelaar, 2005; Munoz,1994; 

Pederson,1994; 林巧敏，2013），包括： 

（一）檔案學理論與概念：含檔案意義、檔案本質與功能、檔案學理論內涵、或是有

關檔案倫理與社會價值等內容。 

（二）現行文件與文書作業：含文書工具演進、文書學研究、文書管理作業、文書制

度、文書作業、公文書處理、公文書稽核等內容。 

（三）檔案編排與描述：含檔案編排描述理論、規範與標準、檔案分類原則、檔案分

類法、檔案權威檔、索引典等內容。 

（四）檔案鑑定與清理：含檔案徴集、檔案移轉、檔案鑑定、檔案銷毀等理論與實務

探討內容。 

（五）檔案修復與維護：含檔案裱褙、損害修復、損害防治、蟲菌害防治、意外災害

防治、紙張耐久性測試、檔案損害調查分析等內容。 

（六）庫房與典藏管理：含檔案庫房設備、檔案數位化、數位典藏作業、典藏環境控

制與機密檔案管理等內容。 

（七）檔案媒體與微縮複製：含微縮技術、複製儲存概念與檔案媒體壽命比較分析等

內容。 

（八）特殊類型檔案與手稿：含醫療檔案、城建檔案、企業檔案、教育檔案、會計檔

案、口述歷史檔案、校史檔案或大學檔案館等各種特殊專題檔案內容。 

（九）檔案應用與推廣：含各種檔案檢索工具、使用與使用者研究、檔案行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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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加值應用、檔案展覽等內容。 

（十）史料編輯與出版：含編輯方法與理論、專題檔案目錄彙編、檔案編纂、編輯成

果發表等內容。 

（十一）檔案學教育與專業發展：含人員專業素養、專業學會發展、人員教育訓練、

國際交流與檔案事業發展等內容。 

（十二）檔案法規與行政：含檔案組織、檔案作業規劃、檔案管理體制、檔案館建築、

檔案法及其子法、檔案作業成效評估等內容。 

（十三）電子檔案作業與系統：含檔案資訊化、電子檔案管理、電子檔案資訊系統等

內容。 

（十四）檔案與歷史研究：含檔案內容研究、檔案史料研究、全宗或主題檔案內容介

紹等內容。 

三、檔案學專業主題發展趨勢 

前述 14 項檔案學專業學習主題，可藉由分析國內外檔案學研究書目，瞭解

各項主題的研究發展趨勢，國內研究文獻之書目檢索是以國家圖書館的「臺灣期

刊論文索引系統」（簡稱臺灣期刊系統），國際文獻檢索採用 EBSCOhost 發行之

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s with Full Text（簡稱 LISTA）資

料庫。以 1976 年至 2015 年出版之學術期刊（Academic Journal）為檢索範圍，

經關鍵字查詢並剔除書目資訊不完整者，總計獲得國內期刊論文 1,682 筆以及

在 LISTA 的國際期刊論文 11,118 筆書目。 

分析國內外的檔案學學術文獻研究主題，可知臺灣檔案學研究重點較偏向於

解讀資料內容的「檔案與歷史研究」主題，以及建立制度之「檔案法規與行政」；

而國際 LISTA 資料庫在新興的「電子文件作業與系統」以及檔案整理核心作業的

「檔案編排與描述」有較多之論文發表。藉由國內外研究文獻主題發展重點的比

較，可觀察出國際文獻對於探討檔案管理技術之「檔案編排與描述」、「檔案修復

與維護」以及「特殊類型檔案與手稿」的文獻都有持續的成長，和臺灣檔案學文

獻偏重檔案法規與制度建置以及檔案內容之詮釋，有所不同。（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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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兩個資料庫檔案學文獻主題分布比較圖 

四、國內檔案學教育課程概況 

（ㄧ）大學部開設檔案學相關課程 

有關課程開授現況，以薛理桂、陳慧娉（2014）分析 2001 至 2013 年間開設

檔案學相關課程情形為基礎，加上重新檢索各校課程資訊網，更新 2014-2018 年

之課程資訊，本文將國內大專院校開授與檔案學相關之課程，表列如下（表 1），

本次課程檢索不設限為圖書資訊學系，擴大檢視所有與檔案學習主題相關的課程

均予以列出，以綜觀國內目前相關課程主題現況。 

表 1 國內大學 2001-2018 年大學部開設檔案學相關課程一覽表 

學校 系所 
必/選
修 

學
分 

課程名稱 開設年度 

臺灣
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選 3 檔案學導論 2013-2017 

圖書資訊學系 選 3 檔案管理 2007-2012 

圖書資訊學系 選 3 檔案編排與描述 2013 

圖書資訊學系 選 3 檔案館行銷 2014 

圖書資訊學系 選 2 政府檔案資訊行政 2016 

政治
大學 

中國文學系與歷史學
系合開 

選 2 
臺灣文學史料與檔
案實務 

2016 

中國文學系與歷史學
系合開 

選 2 
臺灣史料與檔案館
實務 

2017 

歷史學系 必 2 明清檔案 2003 

歷史學系 選 2 檔案學概論 
2001-2002、2007、
2009-2010、2012 

歷史學系 選 2 民國檔案與史事專題 
2002、2004、2006- 

2007、2010-2012 

民族學系大碩合開 選 2 清代滿文檔案選讀 2008、2012-2013 

0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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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5
40

主題

臺灣期刊系統 L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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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書處 必 0 

服務學習課程：校
史檔案整理與編排
描述 

2009 

人文通識 選 2 檔案與生活應用 2010-2011 

日本語文學系 群修 4 日文秘書實務 2011-2013 

臺灣
師範
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選 2 檔案管理 2001、2003-2005 

臺北
大學 

歷史學系 選 2 故宮檔案專題 2017 

歷史學系 選 2 
圖書、檔案、博物
館概論與實務 

2017 

成功
大學 

歷史學系 選 3 檔案利用教程 2008 

暨南
國際
大學 

歷史學系 選 2 
檔案與清代政治制
度專題 

2008、2011、2013、
2017 

歷史學系 選 3 檔案與民國歷史 2006-2010、2014 

歷史學系 選 3 
清代滿文檔案文獻
入門 

2007-2008 

歷史學系大碩合開 選 3 
檔案與清代民族史
專題 

2008 

東華
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必 3 
東華歷史-檔案、書
寫、影像 

2013 

歷史學系 選 3 檔案與歷史 2016、2018 

歷史學系 選 3 
近代中國檔案史料
專題 

2016 

歷史學系 選 3 檔案與口述歷史專題 2015 

歷史學系 選 2 檔案與民國歷史 
2001、2005、2007、
2010、2013 

歷史學系 選 2 檔案與清代歷史 
2001-2003、2005、
2008、2012 

企業管理學系 必 3 電子檔案管理 2013 

資訊管理與服務學程 選 3 電子檔案管理概論 2013 

嘉義
大學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進修學士班 

必 2 檔案保護技術科學 2012-2018 

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
學系進修學士班 

必 2 
圖書檔案保護技術
科學 

2005-2010 

臺南
藝術
大學 

藝術史學系 選 2 
藝術檔案與田調實
務 

2014-2015、2018 

淡 江
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選 2 檔案管理 1992-2001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選 2 檔案學概論 2002-2016、2018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選 2 檔案編排與描述 2011-2017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選 3 數位檔案管理 2009-2018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選 2 檔案讀者服務 2018 

公共行政系五年級(

進學班) 
選 2 檔案法規與實務 2002 

文學院共同科目 選 2 檔案管理與出版經營 2004 

輔 仁 圖書資訊學系 選 4 檔案管理 200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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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選 2 檔案管理與加值行銷 2018 

圖書資訊學系 選 2 檔案讀者服務 2003 

進修部圖書資訊學系 選 4 檔案管理 2004-2014、2017 

進修部圖書資訊學系 選 2 
檔案加值、行銷與
推廣 

2018 

進修部圖書資訊學系 選 2 
檔案行銷推廣與教
學應用 

2015-2016 

歷史學系 選 2 檔案與口述歷史 2007-2017 

進修部歷史學系 選 2 檔案管理與實務 2018 

東 吳
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選 2 檔案管理 2012 

中 國
文 化
大學 

史學系 選 2 
檔案管理與歷史文
獻研究 

2012 

企業管理學系 選 2 人資檔案管理 2006 

世 新
大學 

資訊與傳播學系 選 2 檔案管理學 2001-2003 

玄 奘
大學 

廣播與電視新聞學系
圖書資訊管理組 

必 2 檔案管理 1999-2012 

歷史學系 必 2 檔案學概論 2007-2009 

歷史學系 必 4 
史料數位化與歷史
檔案運用 

2010 

在研究所課程部分，除了政治大學有專門的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在博士

班與碩士班開設檔案學課程外，其餘學校之圖書資訊系所與歷史相關系所皆有開

設不同的檔案專業課程（詳如表 2）。 

表 2 國內大學 2001-2018 年研究所開設檔案學專業課程一覽表 

學校 系所 
必/選
修 

學
分 

課程名稱 開設年度 

臺灣
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選 3 檔案研究 2013-2018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選 3 檔案館行銷 2014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選 2 政府檔案資訊行政 2016 

歷史學系碩士班 選 2 臺灣總督府檔案選讀 2014、2016-2017 

歷史學系碩士班 選 2 淡新檔案研究 

2001-2002、2004-2005

、2007-2008、2011-

2014、2016 

歷史學系碩士班 選 2 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 2011-2012、2015 

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班 選 3 圖像資料與文獻檔案 2009 

政治研究所 選 1 檔案研究法專題 2014-2015 

國家發展研究所 選 3 中共檔案文獻專題 2008、2010 

政治
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博士班 

必 3 檔案學理論專題 2011-2012、2015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士班 

必 3 檔案學研究 1996-2018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博合開 

選 3 檔案編排與描述 20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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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博合開 

選 3 檔案選擇與鑑定 1996-2014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博合開 

選 3 文書學研究 1996、2009、2011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博合開 

選 3 電子文件管理專題 
2005-2013、 2015- 

2018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博合開 

選 3 檔案技術服務 2016-2018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博合開 

選 3 檔案讀者服務 
2010-2012、2016- 

2018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博合開 

選 3 檔案應用服務 2013、2015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博合開 

選 3 檔案館管理專題 1996-2017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博合開 

選 3 民國檔案專題 
2009、2011、2013- 

2015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博合開 

選 3 清代檔案專題研究 2012-2014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博合開 

選 3 企業檔案管理專題 2014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博合開 

選 3 數位檔案加值應用 2017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士班 

選 3 
民國史影像與檔案
專題  

2011-2018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士班 

選 3 清代的檔案制度 2001-2010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士班 

選 3 
歷史檔案數位化與
詮釋 

2011-2017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士班 

選 2 檔案數位化專題 2007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士班 

選 2 國際檔案學 2001、2013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士班 

選 2 檔案參考服務研究 1998-1999、2001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士班 

選 3 檔案行銷專題 2002-2015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士班 

選 2 檔案保護技術 2002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士班 

選 1 檔案工作實務 2001-2011、2015- 2016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士班 

選 1 檔案館實習 2004-2007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碩士班 

選 1 檔案修裱實務 2011-2012、2014- 2015 

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
在職專班 

選 3 檔案學研究 2010-2018 

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
在職專班 

選 3 校史館管理 2011、2013-2014 



 

96 

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
在職專班 

選 3 電子文件管理專題 2010-2011 

歷史學系碩士班 選 2 明清檔案與明清史研究 2007 

歷史學系碩士班 選 2 
近代中日外交檔案專
題討論 

2005 

臺灣史研究所 選 2 總督府檔案選讀 2009-2011、2015 

臺灣史研究所 選 2 檔案整編參與及實務 2008 

臺灣史研究所 選 2 
戰後國民黨檔案史料
專題 

2005-2007 

臺灣史研究所 選 3 台灣官方檔案研究 2005 

民族學系碩博合開 選 2 清代檔案專題研究 2013-2014 

臺灣
師範
大學 

歷史學系碩博合開 選 2 故宮檔案專題研究 
2001-2009、2011- 2012

、2014-2015、2017 

歷史學系碩博合開 選 2 
清代滿文檔案選讀專
題研究 

2018 

臺北
大學 

歷史學系碩士班 選 3 
清代公案與清史檔案
專題研究 

2006、2011、2013、
2015、2018 

歷史學系碩士班 選 2 故宮檔案專題 2012、2015、2017 

成功
大學 

歷史學系與臺灣文學
系碩博合開 

選 2 淡新檔案研究 2009 

歷史學系碩博合開 選 3 檔案辨偽學專題研究 2008 

歷史學系碩博合開 選 2 
日本外交史料館檔案
研讀 

2002-2005 

清華
大學 

歷史研究所 選 3 
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
研讀 

2007 

歷史研究所 選 3 
台灣總督府檔案文書
選讀 

2005 

歷史研究所 選 3 
日治時代台灣文書與
檔案研讀 

2002 

中央
大學 

歷史研究所 選 3 
日治時期檔案解讀與
利用 

2002-2016 

中正
大學 

歷史研究所 選 3 清代檔案文獻專題研究 
2007、2009、2014、
2016 

歷史研究所 選 3 滿文檔案文獻選讀 
2007-2008、 2011- 

2012、2017-2018 

歷史研究所 選 3 民國檔案專題研究 2001 

東華
大學 

歷史學系碩士班 必 3 清代檔案專題 2009-2010 

資訊管理碩士學位學
程 

必 3 電子檔案管理 2013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碩
士班 

必 3 檔案文獻 2012 

數位知識管理碩士學
位學程 

選 3 電子檔案管理 2009 

嘉義
大學 

應用歷史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 

選 3 美國外交檔案與中國 2015、2017 

金門
大學 

閩南文化研究所 選 3 檔案管理與數位典藏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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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
藝術
大學 

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
究所 

選 3 
專題─當代藝術理論
：系譜與檔案 

2008 

淡江
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研究所 選 2 檔案管理學研究 1998-2013 

資訊與圖書館學研究所 選 3 檔案選擇與鑑定 2009、2011 

資訊與圖書館學研究所 選 2 電子檔案管理 2006-2007、2009 

輔仁
大學 

歷史學系碩士班 選 2 民國的檔案與史事 2018 

東吳
大學 

歷史學系碩士班 選 3 台灣史的檔案與研究 2016 

歷史學系碩士班 選 3 
近代美國歷史檔案與
文獻 

2016 

歷史學系碩士班 選 3 民國檔案專題 2001、2011-2015 

歷史學系碩士班 選 3 清代檔案專題研究 
2006、2008、2010、
2012 

歷史學系碩士班 選 3 清宮檔案與清史研究 2007 

歷史學系碩士班 選 3 
中國近代社會檔案研
讀 

2002 

歷史學系碩士班 選 3 清代的檔案制度 2003、2005 

世新
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碩士班 選 3 檔案學研究 2007-2013 

資訊傳播學系碩士專班 選 3 商業檔案學研究 2014-2018 

逢甲
大學 

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
所 

選 3 
台灣總督府檔案專題
研究 

2006-2009、2011、
2014 

根據上述檔案學課程現況分析，顯示： 

1. 開授檔案學相關課程，除了在圖書資訊學系所開課為主流，在歷史學系所也不乏持

續性課程開授，在文物維護、資訊相關學程、企業管理等系所亦有零星課程分布。 

2. 開授之檔案學課程主題，除了政治大學擁有相對多元的檔案學相關課程外，其他開

授課程之圖書資訊學系，以基礎型課程為主，輔以特定專題探討。但在歷史學系則

偏重檔案價值與檔案內容介紹，在文物維護或人文類學程則為檔案管理或檔案維護

等課程，在資訊相關學程以電子檔案管理課程為多，在企業管理學系則為檔案管理

和電子檔案管理課程。 

3. 多數選修課程並非連續學期開授，顯示此類課程並非開課系所之核心課程，可視為

提供學生課程選修的輔助性課程。 

五、檔案學課程發展建議 

綜合前述學習主題分析與課程現況觀察，提出臺灣檔案學教育瓶頸與未來教

育發展策略如下： 

（一）臺灣檔案學教育瓶頸 

1. 欠缺大學部檔案學專業系所之設置：相關課程散見於圖書資訊學、歷史學和其

他文物與資訊學系課程。 



 

98 

2. 缺乏檔案學專業人才培育的完整教育體系：僅有在研究所階段有較多元之檔案

學課程，致使專業人才培育不易，也無法養成檔案學專業師資。 

3. 開授課程內容以基礎性課程為主：多數學校僅開授「檔案管理」、「檔案學導論」、

「檔案研究」等基礎性課程，缺乏完整專業課程架構。 

4. 課程安排無法滿足完整學習的需求：目前檔案學課程多為選修，多數也不是連

續學期開授，即使在開課主題相對較多之政治大學，也並非所有課程都能在學

生修課期間滿足學習需求。  

（二）臺灣檔案學教育前瞻 

1. 加強圖書資訊學以及人文相關系所大學部學生對於檔案學的認識，如囿於教育

制度無法在大學部成立檔案學系，必須藉由開授通識教育課程或是發展學程方

式，往下耕耘大學部學生對於檔案學的興趣和學習認知。 

2. 檔案學相關課程開課系所主要在圖書資訊學系和歷史學系，兩者各有所長，圖

書資訊學以資料管理技術見長，歷史學以檔案內容解讀為主，未來可建立跨領

域合作教學，並整合分享相關課程。 

3. 積極培育及招募檔案學師資，因課程之開授與教師隊伍相關，目前國內檔案學

專業師資較為缺乏，亟需檔案學師資加入課程行列，以支援完整學習課程需求。 

4. 邀請業界實務專才強化檔案學課程內容，國內檔案實務機構不乏具有大學授課

資格之專業人才，導入業界實務人才有助於開啟學校課程與實務之連結，亦可

補強檔案學師資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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