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資訊專業人才能力培育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 申請單位：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二、 研討會籌辦資訊：
1. 活動名稱：圖書資訊專業人才能力培育研討會
2. 主辦單位：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國家圖書館、國立中
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3. 贊助單位：中國圖書館學會、台灣省圖書館事業文教基金會、
飛資得資訊有限公司、文華圖書館管理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文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同世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仲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活動時間：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日（週五至週
六）
5. 活動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化工暨材料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台
中市國光路 250 號）
。
6. 與會人次：國內圖書資訊學教授學者、圖書館及資訊服務業
界主管、圖書資訊專業人才及國內圖書資訊相關
學系學生等，共計 196 名人員出席，超出原預定
150 人次，活動熱烈。

三、 籌備及活動實施情形：
1.本會 92 年 9 月 2 日召開研討會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商討研討會
籌辦主題及籌辦進度，9 月 16 日完成計劃書，同時專案向國家
圖書館申請經費補助並進行募款，國家圖書館於 10 月 2 日發函
確認補助 15 萬元整，共列主辦單位。
2.本會 92 年 10 月 17 日召開理監事會議，提案確認訂於 92 年 12
月 19、20 日假國立中興大學化材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圖書資
訊專業人才能力培育研討會」
，同時確認會議議程、主題、主持
人、主講人及座談人等事項。
3.本會 92 年 11 月 10 日完成邀稿及線上報名系統規劃，11 月 17
日開放線上報名，11 月 19 完成大學、公共圖書館、贊助單位及
貴賓邀請函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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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會 92 年 12 月 5 日完成報名工作，原訂名額為 150 人，報名
人員計 178 名，報名熱烈。12 月 15 日召開擴大工作會議，完
成研討會工作分配、排演，12 月 18 日完成會場佈置及各項準
備工作就緒。
5.研討會於 92 年 12 月 19 日正式舉辦，實際出席人員超過報名人
數，共計 196 人出席，現場另有來自各地館員旁聽，活動熱烈。
本次活動為圖書資訊學界、業界主管、從業人員及學生，提供
共同討論與經驗分享的機會。
6. 研討會 92 年 12 月 20 日在本會詹麗萍理事長帶領及全體與會
人員熱烈掌聲中，順利圓滿結束。

四、 議程：
日期
十九日

時

間

議

程

主持人

13：00--13：30 研討會報到

星期五

第一場研討─圖書館及資訊服務人員之專業能力

下 午

1.

2.
13：30--15：00
3.

4.

主 題：e 世代圖書資訊從業人員應加強之專業能力
主講人：楊美華（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所長）
主 題：從專案導向學習談如何提升圖書館館員專業
知能
主講人：景祥祜（逢甲大學圖書館館長）
主 題：建構館員資訊服務新視野-圖書館之社區營造
思維
主講人：陳佳君（台中縣文化局推廣課課長）
主 題：從做中學：以多媒體服務為例淺談圖書館員
專業能力的自我培育
主講人：童敏惠（台灣大學圖書館視聽組主任）

15：00--15：20 茶 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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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豪英
教授

日期

時

間

議

程

主持人

第二場研討─圖書資訊系所學生專業知能學習與運用
1.

2.
15：20--16：50
3.

4.

主 題：從 KALIPER 報告探討圖書資訊學系所學生
之專業學習與應用
主講人：陳雪華（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邱子恆（台北醫學大學助理教授兼圖書館
副館長）
主 題：由圖書資訊學教育標準探討碩士生的專業學
習
主講人：王梅玲（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副教授）
主 題：資訊時代圖書館員專業職能的探討
主講人：駱英豐（澳大利亞美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業務經理）

胡歐蘭
教授

主 題：從業界實務需求面探討圖資領域的學習型組
織文化
主講人：劉淑德（文華圖書館管理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

08：00--08：30 研討會報到

第三場研討─圖書館及資訊服務人員生涯規劃
1.
2.
8：30--10：00

3.

4.
十二月廿日

星期六
上 午

主 題：女性圖書館員服務的特質與生涯規劃
主講人：林文睿（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長）
主 題：公共圖書館員專業生涯規劃
主講人：曾淑賢（台北市立圖書館館長）
主 題：終身學習的館員，永續發展的圖書館：館員
生涯規劃之探討
主講人：陳維華（德明技術學院圖書館館長）

薛理桂
教授

主 題：我的未來不是夢：談圖書館人員的生涯規劃
主講人：蔡靜慧（台中縣文化局圖書課課長）

10：00--10：20 茶 敘
第四場綜合座談-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與課程檢討
引言人：
黃慕萱（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主任）
楊美華（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所長）
范豪英（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所長）
10：20--11：50
吳美美（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所長）
蔡明月（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系主任）
吳政叡（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主任）
莊道明（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系主任）
黃明居（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圖書資訊學系系主任）

宋建成
副館長

11：50--12：00 閉幕典禮

詹麗萍
理事長

12：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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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辦理效果評估
近年來資訊科技的大量應用，圖書資訊學系所畢業生的就
業領域已逐漸擴大到電腦通訊、網路管理、資訊媒體儲存及資
訊傳播等相關行業，本次研討會針對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專業人
才能力培育的議題，研討課程設計、市場需求及學習應用等三
方面之績效與未來發展方向，藉由論文研討及意見交流，達到
以下具體效果：
（1） 界定圖書館及資訊服務人員應具備之專業能力
（2） 促使國內圖書資訊界深入了解圖書館及資訊服務人員
之人力需求，重視人才能力培育問題
（3） 縮短圖書資訊學教育政策與就業市場需求之差距
（4） 檢討與改進圖書資訊學教育及訓練課程之規劃設計
（5） 提供教授、學生、業界主管意見交流及經驗分享的機
會。

六、綜合座談會議記錄摘要
主持人致詞：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宋建成主持
綜合座談除了主題--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與課程檢討以外，還包括生涯
規劃，都可以包含在座談範圍之內，因為時間的關係，簡單介紹各引言人。圖書
館教育發展的非常好，有一特點就是系所名稱滿多樣化，目前以圖書資訊學為
主，根據學科領域的合作性而有圖書資訊與檔案學、資訊與圖書館、資訊傳播等
系所，可以看出學門的發展情形。還有一些別的系所，譬如說花蓮師範學院初等
教育學系裏面也有一圖書館組或學校圖書館組、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也有開設學
分班。圖書館學校教育也是滿多樣化，有研究生教育，有博士班、碩士班，最近
一、兩年異軍突起的有在職學分班、在職學位班。在大學方面有本科生，還有輔
修和學分班，再有的是大學裏面有學程或者課程，譬如台大的知識管理學程，最
早交大的數位圖書館資訊學程。在職訓練非常發達，非常符合社會上的需要，大
概以整體的一個狀況來向各位報告。
(七位引言人報告)
(一)范豪英所長發言：
下面我看還有好幾位曾經擔任過系所主管的老師，是不是也發表一些意見。
(二)薛理桂教授發言：
我想請教台大黃主任，台大在知識管理的學程上已發展很多年，不曉得會
不會走向知識管理學系或與其相關的。因為黃明居主任已經把他們的系名改成數
位內容暨數位圖書館學系，可以樂見這個學系會帶來很多的衝擊，也會有很多的
學生來報考這個系，那邊請教一下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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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黃慕萱主任發言：
台大現在有十位老師，十位老師的研究領域，有些相似、有些不相似，
台大的特色是由我們所有老師共同去創造的，我們曾經討論課程，有關檔案、
有關出版都在我們未來的考慮之中，如果我們現在的專任老師願意轉換至這
些領域的，我們會非常鼓勵。如果目前這些專任老師覺得自己的研究教學負
荷非常重，另外的方式就是我們想積極爭取一些的名額至 14-15 位專任老師，
如果能達到這樣的名額，那較前瞻性的課，會陸續開設，我們沒有辦法開新
的課程是因為我們被舊的課程綁住了。基本上，老師們都很用功的在讀書，
只是很多時候時間和精力無法兼顧，因此一定要有新的血輪加入，才能做的
更好，要不然就是大家感到很大的危機感，我們被迫去換另外一個領域，在
沒有感到很大的危機感之前，我們會採取的方式是增加老師的人數，希望看
到更健全的圖書資訊學領域。
(四)胡歐蘭教授發言：
今天的研討會對我來講是有很大的? 發性，就剛剛大家所談的問題，我
有一個感想，我總是覺得時代在進步，除了老師要改變，學生學習也要改變，
我們要學生能合乎這個時代的需求，我深深的感到我們臺灣圖書資訊領域愈
來愈蓬勃的發展，我們能不能藉這個機會呼籲一下各校建立自己的特色，就
特色來開設必修和選修課程，讓每一個老師能夠有一個方向來走，每一系所
開課能更節省人力，而且更多元化，不管公私立，除了自己本身的必修課，
也有給大家開的必修課，台大開了，政大就不要開，讓學生更有彈性選修課
程，同時可以規定那些課程一定要在系裏面修，那些可以到外頭修，台大、
政大、師大雖然有實施一段時間，但是範圍不是非常的廣泛，我有這麼一點
感想，我們很需要我們的學生在多元化的環境下學習，大家共同扶持來發展，
現在圖書館界都在談聯盟、分享，教學領域是不是也朝這個方向來思考，供
在座的系所主任來參考。
第二點我們可以用一些演講、研討會的方式來彌補，就我知道，興大這
學期規劃一系列的主題來談，如果事先每一學校先做規劃公佈，同時開放給
各個學系學生一起來學習，讓學生的學習領域再擴大。時代在進步，不管系
所的名稱再變，但是基本服務理念還是建立在我們原來的基礎上，再發揚光
大。所以做這二點建議。
(五)吳美美所長發言：
胡老師提到的這個情形，好幾年前就開始蘊釀，現在實際上已經成功
了，胡老師也做了很好的媒介，譬如說師大開了數位出版，政大開的數位學
習，有很多外系所的同學來修，世新的質化研究，因為師大的老師很少，建
議同學，可以往返到這些學校上課，未來中興可以用遠距的方式上課。系所
之間是沒有問題的，可能需要簽案給學校的課務單位同意。
一個臨時動議是認證的問題，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在未來的三年之
內可以做一件事情，我注意到世界上的幾個學會，他們做開會的事情，然後
讓大家有互相溝通的機會，由這個學會來告訴新設系所，開設的課程符不符
合專業學會的要求。我會有這個想法，其實是從幾個小端倪來觀察到危機
的，譬如說世新開的進修推廣的課是非常叫座的，幾次開學會會議時，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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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講座，政大楊老師或胡老師帶著學生參與，而世新會說:不行，這些同
學不是我們領域背景的人，不太妥當。在這個專業的領域裏面，我們要如何
去建立認同，專業學會的認同和發展會產生影響。
(六)詹麗萍理事長發言：
中興由范豪英所長創所，訂下我們所發展的宗旨、目標、課程架構，就
像黃主任講的，台大的特色是由他們的老師所創立，這一點我們也有很深的
感受。中興成立的比較晚，范老師的專長是醫學圖書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
專家，在大學圖書館當館長也非常久，在所上亦有開設館藏管理的課。我自
己多年都是在從事圖書館利用教育，這幾年嘗試圖書館的數位館藏研究。此
外蘇小鳳老師有電腦科學的背景，在資訊科技的課程方面可以再加強。另
外，本所尚有胡鳳生老師教授公共圖書館研究，賴苑玲老師教授學校圖書館
研究。在這樣的教師陣容下，如何發展有別其他歷史悠久系所的特色是一項
挑戰。中興未來將解除只限本科系報考的限制，課程設計會再重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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