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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序 

網際網路革命改變人類的世界，為迎接未來與預作規劃，美國圖書

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首先發布趨勢報告，美國大學暨研究

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簡稱 ACRL）定

期發布學術圖書館趨勢報告，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也進行再探未來圖書

館碩士教育計畫。反觀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界較少機會討論教育大計、

遭遇問題與未來發展。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歷經六十年發展，已建立起大學部、碩士班、博

士班三級教育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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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產業相關人才。但我國

圖書資訊學校多為獨立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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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典範，以及跨學門與多元領域出現的趨勢，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正面臨轉型與改革的挑戰。 

圖書資訊學教育未來十年將面臨科技、社會、資訊環境與圖書館等巨

大變革，帶來許多問題與挑戰，英美圖書資訊學界業展開環境掃描與策略

規劃。為有系統因應變革，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莊道明前理事長於

2018 年啟動「2020-2029 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描與發展策略計畫」，委託

個人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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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描與重要趨勢。(2)研析我國圖書資訊學教

育價值、現況與優勢。(3)探析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的關鍵問題。(4)探索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未來十年(2020-2029 年)策略規劃芻議。(5)探討中華

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19 到 2028 年策略規劃芻議。 

2019 年，本計畫採用文獻探討、論壇討論與焦點團體訪談法完成研究

報告，包括環境掃描與策略規劃兩部份。有關環境掃描部份，圖書資訊學

教育規劃的未來十年以 2020 到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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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優勢與弱點分析。外

部分析將從社會、經濟、科技、圖書館、高等教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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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到 2029 年間圖書資訊學

教育策略規劃涵蓋：核心價值、願景、任務、重要問題、目標、推動策略、

行動方案。在研究報告基礎下，本學會研訂「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

2021-2030」草案，舉行二次研討會邀請圖書資訊學系所主任、教師、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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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館長與館員共同討論：2018 年 12 月 15 日召開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論

壇，2019 年 12 月舉行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研討會。2020 年到 2021 年邀

請專家審查與修訂。 

歷經三年、二屆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耕耘，「轉變與擴疆：臺灣

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 2021-2030 」，终於完成第四版。在 2021 年 11 月

19 日本學會的圖書館前瞻教育與未來人才研討會，由啟動計畫的莊道明

前理事長説明初衷，經計畫主持人王梅玲現任理事長報告。研討會上收

集許多教師、與會者的肯定、評論、建議，十分感謝。在參考大家寶貴

意見後更新第五版，公開提供大眾。祝願我們携手共同實踐白皮書的願

景、目標、策略、與行動方案，一起迎接下一個十年，轉變與擴疆我們

的圖書資訊學教育。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 14 屆理事長 

                         

                            2021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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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二十一世紀以來社會遭遇巨大變革，美國圖書館學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公布趨勢報告，發現因為網路革命發生，資訊產業提升，

世界動盪，因此圖書館事業、服務內容與館員工作受到影響，需要改變。

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簡稱 ACRL）發布學術圖書館趨勢報告；美國馬里蘭大學資訊學院進行圖

書館學碩士教育再探研究計畫。這些趨勢報告引發各界因應變革展開行動，

緣此，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自 2018 年啟動「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白皮

書計畫」，希望匯集我國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師、學生、圖書館與資訊專業人

士，共同探討教育大計、遭遇問題與未來發展。 

本白皮書基於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描，擘劃未來十年，從 2021 年到

2030 年的發展策略。環境掃描應用 SWOT 分析，找出影響圖書資訊學教

育的關鍵因素與重要趨勢，包括內部與外部分析。內部分析從圖書資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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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進行優勢與弱點分析。外部分析從社會、經濟、科技、

圖書館、高等教育等進行機會與威脅分析，以為策略規劃之參考。最後進

行圖書資訊學教育策略規劃，涵蓋：使命、願景、目標、推動策略、與行

動方案。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已發展六十餘年，自 1955 年（民國 44 年），臺灣

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設立圖書館學組，開啟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1961

年（民國 50 年），臺灣大學成立圖書館學系，如今發展成為大學部、碩士

班、博士班完整教育體系。我國有七所圖書資訊學學校，包括大學部四系，

碩士班七所與博士班三所。專任教師 58 名，兼任教師 67 名；專任教師具

圖書資訊學背景者 28 名，占 48.3%；在校大學生 1,281 名，碩士生 405 名

（碩士班生 272 名、碩士在職專班生 133 名），博士生 53 名。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具有下列優勢與機會： 

1. 專業教育制度健全，並培育高階專業領導人。 

2. 以六項專業核心為基礎擴大研究範疇。 

3. 圖書資訊學校擴大領域，朝分組與模組化發展。 

4. 各校師資優良與背景多元，圖書資訊學教師多來自英美國家與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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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之博士優秀人才。 

5. 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品質優良。 

6. 文化數位典藏計畫開啟數位圖書館教育發展新方向。 

7. 圖書資訊學在職專班與數位專班積極發展，擴大圖書資訊學教育版

圖。 

8. 海峽兩岸學術合作穩固且持續發展，匯集兩岸豐沛的圖書資訊學學

術人脈與研究資源。 

9. 新技術應用開啟圖書館事業與圖書資訊學教育新的發展契機。 

10. 因應社會人口改變，圖書館服務重視樂齡族與兒童青少年相關研究。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具有下列弱點與威脅： 

1. 圖書資訊學教育核心價值未彰顯，學門定位模糊不明。 

2. 圖書資訊學系所多獨立研究所，規模小，師資缺乏，面臨招生不足

問題。 

3. 大學部學士班課程多元，畢業生就業市場有待擴展。 

4. 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圖書館事業需整合。 

5. 圖書資訊學系所面臨專任教師退休潮，亟待充實師資。 

6. 圖書資訊學教育缺乏專業評鑑，難以發揮專業教育的功能與價值。 

7. 圖書資訊學畢業生就業市場多元，但未依據市場需求設置課程。 

8. 圖書資訊學系所專任教師半數來自其他學門。 

9. 博士教育招生人數減少，學術與就業競爭力下降。 

10. 我國高等教育出現少子化與私校退場問題，影響圖書資訊學教育的

發展。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承繼過去一甲子的努力成果，面臨全球圖書館與

資訊機構變革的挑戰，亟需提升與轉型，思考未來十年的發展，首要掌握

趨勢，分析現況問題，積極因應變革。緣此，提出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

皮書，涵蓋四項願景、八大目標、十六項關鍵策略。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

使命為：「培養具競爭力的前瞻圖書資訊學人才，發展健全與調變性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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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教育系統，促進圖書館資訊事業以及圖書資訊學研究永續與卓越發

展」。針對前述使命，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願景列為四項： 

1. 發展完整圖書資訊學教育系統，設置大學部與研究所，堅實教育

基礎，成為永續與彈性的圖書資訊學教育。 

2. 成為卓越的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在亞洲名列前茅。 

3. 我國圖書資訊學系所通過國際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提升國際聲

望與認可。 

4. 成為具國際水平的圖書資訊學博士教育，供應我國優質的圖書資

訊學教育師資與傑出的圖書館事業領導人才。 

依據前述使命與願景，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未來十年發展目標如下： 

1. 健全發展圖書資訊學系所教育系統，各校均設置圖書資訊學大學

部與研究所，各獨立研究所設置大學部或學士學程，以堅實教育

基礎，發展永續與卓越的圖書資訊學教育。 

2. 精進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各校發展特色優勢，優化圖書資訊學

碩士教育品質，發展成為亞洲圖書資訊學教育品牌。 

3. 提升圖書資訊學博士教育品質，培育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師與圖書

館資訊機構領導人才，支持我國圖書資訊學研究社群，作為圖書

資訊學師資與卓越圖書資訊學研究的後盾。 

4. 系所評鑑與國際專業評鑑接軌，擴展圖書資訊學教育國際化。我

國圖書資訊學系所參與英國或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認證與評鑑，

獲得國際聲望與認可。 

5. 研訂圖書資訊學核心能力，發展能力導向教育與課程，以培養有

競爭力的前瞻圖書資訊學人才。 

6. 因應新興科技、數位內容與數據管理趨勢，圖書資訊學系所設置

前瞻性課程，幫助畢業生就業並因應不斷改變的圖書資訊學市場

與工作結構。 

7. 健全中小學圖書館與媒體館員的教育系統，培養優良的學校圖書

館員與媒體專家，以推動我國中小學閱讀與資訊素養教育。 

8.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成為教育平台，建立圖書資訊學數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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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作為圖書資訊學教師與圖書館資訊專業人員學習與學術交流

空間，幫助教師與圖書館資訊人員繼續專業發展。 

為達成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願景與發展目標，針對我國圖書資訊學教

育的優勢、機會、弱點、威脅，分別從圖書資訊學教育的教育系統、管理

與政策、課程與教師、學會與平臺四面向，提出十六項推動策略如下： 

表 1 圖書資訊學教育策略示意表 

面向 推動策略 配合 

目標 

教育系統 策略 1：建立完整與調變性的圖書資訊學教育系統。 

各圖書資訊學校均設置大學部與研究所，以堅實教

育基礎。圖書資訊學獨立研究所擴展設置學士班或

學士學程，以增加研究所價值與影響。完整與調變

性圖書資訊學教育系統將發揮圖書資訊學教育專業

價值，發展永續、彈性與卓越的圖書資訊學教育。 

策略 2：發展優質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 

各圖書資訊學碩士班配合未來趨勢與現在問題，訂

定教育目標引領未來發展。碩士教育應有明確的目

標，確定學生畢業時應具備核心專業知能，訂定學

生學習成果，以提供課程設置依據與設計課程。各

校掌握優勢，在特色領域持續精進，建設成我國優

質圖書資訊學碩士班，位居亞洲前三名。 

策略 3：健全發展圖書資訊學學士教育。 

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定期調查畢業生就業現況，掌

握職涯與工作路徑，維持學用合一平衡。學士班或

學士學程以使用者、圖書資訊及數據、科技三者為

核心，發展圖書資訊學基礎的多元大學部教育，培

育優秀圖書資訊學基層人才，進入數據、資訊、傳

播、圖書館與檔案機構等多元市場就業。 

策略 4：提升圖書資訊學博士教育水平。 

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博士班經營的問題，尋求與歐

美優質圖書資訊學校合作，提供充裕奬學金吸引優

秀學生，檢視調整博士班教學目標、課程與畢業要

求，以提升博士教育品質。發展優質圖書資訊學博

目標 1 

目標 2 

目標 3 

目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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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教育，以培養圖書館與資訊專業領導人才，支持

圖書資訊學研究社群的主力，並支援圖書資訊學師

資與卓越圖書資訊學研究。 

策略 5：圖書資訊學系所發展多元學程模式。 

各系所靈活與彈性地採用多元途徑與跨域教育模

式，如數位教育、認證教育、雙學位、輔修、線上教

育，以增進亮點與國際能見度，並廣收國際學生以

擴大研究生的來源。 

策略 6：健全學校圖書館員教育系統。 

加強培養我國中小學圖書館員與圖書教師，由臺灣

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

檔案學研究所、與相關系所擔負培養之責，培養教

師具備圖書館經營、圖書資訊學、閱讀與資訊素養

教學等知能，以提升我國學校圖書館功能以及閱讀

與資訊素養推廣成效。 

管理與政

策 
策略 7：研訂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標準。 

因應新興科技的應用，進行修訂我國圖書資訊學教

育標準，各圖書資訊學系所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

學會合作修訂「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涵蓋：

策略規劃、課程、專業核心能力、教師、學生、行政

管理、財務經費和資源等要素。 

策略 8：圖書資訊學系所實施策略管理與系統規劃。 

為提升行政效率，圖書資訊學系所應進行系統性規

劃，研訂系所的願景、使命、目標，短期或長期策略

規劃、學生的學習成果，並定期審視學程目標的達

成，作為評鑑與願景及策略持續研訂的參考。各系

所依據圖書資訊學教育標準，定期進行教育統計調

查與學生學習成果檢討。圖書資訊學系所藉由策略

管理與系統策略規劃以提升圖書資訊學教育成效。 

策略 9：我國圖書資訊學系所參與國際評鑑。 

首先研究圖書資訊學系所評鑑制度與國際接軌的效

益與可行性，以提升圖書資訊學教育品質與國際能

目標 1 

目標 4 

目標 5 

目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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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度。我國的圖書資訊學系所參與英國或美國圖書

資訊學教育評鑑，獲得國際聲望與認可，並成為亞

洲圖書資訊學教育旗艦。 

策略 10：定期調查圖書資訊學教育供應與就業市場並

維持平衡。 

各系所研究圖書館與資訊專業市場及人力資源需

求，包括圖書資訊學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畢業生

的就業市場，未來工作與能力需求，圖書資訊學核

心能力清單、圖書資訊學教育供應與市場需求之平

衡分析。 

課程與教

師 
策略 11：建構圖書資訊學專業能力，並據以發展能力

導向課程。 

我國進行圖書館與資訊人員專業能力模式研究，參

考歐美圖書館學會的圖書資訊學專業知能指南，調

查我國圖書館與資訊機構市場工作現況，研訂圖書

資訊學核心能力。並依據專業能力模式發展能力導

向課程，培養學生成為具備競爭力的前瞻圖書資訊

學人才。圖書館與資訊人員專業能力指南可作為圖

書館與資訊機構的人員招募、在職教育、評鑑考核、

與人力資源發展的參考。 

策略 12：環境掃描盤點現況與未來，以設置圖書資訊

學前瞻課程。 

圖書資訊學系所定期環境掃描未來發展趨勢，設計

前瞻課程。系所預測未來市場需求，規劃圖書資訊

學各級學程的未來課程，如：新興科技、數位資產管

理、數據管理及分析、調查與評鑑、跨文化素養、自

造力、變革管理、專案管理等主題。前瞻課程有助於

培育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未來領導者及專業人才，具

備圖書資訊學專業知能勝任專業工作，以支持圖書

館與資訊專業精進與永續發展。 

策略 13：建立教師專業發展管道。 

圖書資訊學系所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合作

目標 5 

目標 6 

目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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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創新教學研討會與建立教師專業發展的空間，

促進教學方法、研究創新、教學實驗、與教師經驗交

流，提升各校教師熟悉度與專業合作關係，有助融

合不同背景教師快速進入圖書資訊學領域教學。 

學會與平

臺 
策略 14：建立系所交流平台強化教學研究發展。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作為平臺，促進圖書資訊

學系所對話與合作，致力提升圖書資訊學門與教育

的理論、實務與技術的研究，促進卓越永續發展的

圖書資訊學教育。 

策略 15：提升圖書資訊學教學與創新。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邀請圖書資訊學教師組成

教師社群與主題興趣社群(SIG)，支持社群與 SIG 討

論與發表。並舉行圖書資訊學術研討會，邀請圖書

資訊學系所與教師、研究生、研究者交流與討論，以

提升圖書資訊學教育與研究水準。中華圖書資訊學

教育學會建立數位學院，作為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學

與學術交流空間，研討教學創新、數位課程與數位

學習，提供教師、學生與圖書館資訊專業人員自主

學習與繼續專業發展的管道。 

策略 16：從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交流到拓展國際

學術合作。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未來擴大與美國、英國、日

本、韓國等國際圖書資訊學教育交流與合作，提升

圖書資訊學教育國際能見度與教師國際合作機會。

學會並提升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合作研究與教育層

級，從會議合辦擴大成立主題興趣小組，促進課程、

教師、與學生合作。 

 

目標 1 

目標 2 

目標 3 

目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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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圖書館是社會重要的文化教育機構，向來以文化典藏為傳統使命。及

至近代，隨著社會變遷與科技進步，圖書館承擔更多任務，從社會教育、

資訊服務、資訊素養教育、到資訊與知識傳播。近年來，Lankes(2011)提出

「新圖書館事業」概念(New Librarianship)，重新定義圖書館員使命，他主

張「社區是圖書館的中心，圖書館没有社區就失去存在的價值。圖書館員

藉著促進社區的知識創造以改善社區」。這定義與傳統圖書館與圖書資訊

學大不相同，其將圖書館工作的重點從建築和館藏轉移到圖書館員新角色

與在社會開展的活動上。圖書館成為社會的重要機構，圖書館員促進個人

與機構知識的傳播與創造。 

二十一世紀以來社會遭遇巨大變革，美國圖書館學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ALA)(2014)公布趨勢報告，發現因為網路革命，

資訊產業提升，世界發生動盪，因此圖書館事業、服務內容與館員工作受

到影響，需要改變。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簡稱 ACRL）每年發布學術圖書館趨勢報告；美國馬里

蘭大學資訊學院進行圖書館學碩士教育再探研究計畫 (Bertot & Percell, 

2014)。這些趨勢報告引發各界因應變革展開行動。因此，中華圖書資訊學

教育學會啟動「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白皮書計畫」，希望匯集我國圖書資訊

學系所教師、學生、圖書館與資訊專業人士，共同探討教育大計、遭遇問

題與未來發展。 

圖書資訊學教育是以「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為軸心，培養圖書館與資

訊機構專業人員的機制。其是專業教育，培養具備專業能力的圖書館員與

資訊專業人員，以有效執行圖書館與資訊服務工作，滿足民眾生活、學習、

工作、休閑的資訊需求。圖書資訊學教育也是學術教育，設置於大學環境

中，提供教育學程，進行圖書資訊學的教學、研究、服務、推廣任務，不

斷精進圖書資訊學教育與研究發展。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為培養圖書館專業人才重要途徑，臺灣的圖書資

訊學正規教育始於 1955 年（民國 44 年），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

書館學組；1961 年（民國 50 年），臺灣大學成立圖書館學系；1980 年（民

國 69 年），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成立碩士班；1989 年（民國 78 年），成立

博士班；圖書館學教育促進圖書館事業發展。1993 年（民國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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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七所學校，包括大學部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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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七所、博士班三所（宋慧筠，2020）。 

國內七所圖書資訊學系所專任教師 58 名；兼任教師 67 名；在校大學

生 1,281 名，碩士生 405 名（碩士班生 272 名、碩士在職專班生 133 名），

博士生 53 名（莊道明、王梅玲，2018；本研究調查，2021）。本計畫研究

主體為七所圖書資訊學系所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涵蓋三級教育制

度（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範圍包括：課程、學生、教師、行政

管理與評鑑等。我國圖書資訊學正規教育包括七所圖書資訊學系所，參見

表 2。 

表 2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一覽表 

系所名稱 所在地 隸屬學院 提供學程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臺北市 文學院 
學士班、碩士班、博

士班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新北市 教育學院 
學士班、碩士班、進

修學士班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新北市 文學院 
學士班、碩士班、數

位在職專班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臺北市 新聞傳播學院 
學士班、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臺北市 文學院 
碩士班、博士班、數

位在職專班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臺北市 教育學院 
碩士班、博士班、數

位在職專班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臺中市 文學院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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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專業課程增加而傳統的圖書館學課程逐漸遞減。我國圖書資訊學碩士班

2011 年之後畢業生就業現況，約 50.2%的碩士畢業生到圖書館界工作(王梅

玲、張靜瑜，2020)。相對於柯君儀、王梅玲（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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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減少，

到資訊相關機構就業增加，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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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分之一來自其他學門，

並以資訊領域居多，教師背景會影響其教學與研究主題。國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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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相當活躍的

iSchools 聯盟，成為資訊學院成員，引發討論是否影響圖書資訊學教育與

課程變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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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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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淡江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也跟進，數位課程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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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產業相關人才。但

我國圖書資訊學校多為獨立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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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典範，以及跨學門與多元領域出現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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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圖書館事業環境，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需要進行環境掃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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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圖書資訊學教育永

續發展，以供應新型圖書館與資訊專業人力資源，幫助圖書館與資訊機構

有效經營以發揮其價值，並站上時代新潮流的浪頭。 

未來十年間圖書資訊學教育將面臨巨大變革與挑戰，為有系統因應變

革，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啟動「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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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十年，以 2021 到 2030 年為範圍，環境掃描應用 SWOT 分析找出影響

圖書資訊學教育的關鍵因素與重要趨勢，包括內部與外部分析。內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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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進行優勢與弱點分析。外部分析從社會、

經濟、科技、圖書館、高等教育等國際趨勢與國內環境，進行機會與威脅

分析，作為策略規劃之參考。最後進行策略規劃，2021 到 2030 年圖書資

訊學教育策略規劃涵蓋：使命、願景、目標、推動策略、行動方案，參見

圖 1 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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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掃描 LIS 未來教育規劃 願景、目標、策略 

願景 

目標 

策略推動 

行動方案 

教育系統策略 

政策與管理策略 

課程與教師策略 

學會與平臺策略 

10 項 LIS 教育 

優勢與機會 

10 項 LIS 教育

弱點與威脅 

國際趨勢 

教育現況 

1.發展健全 LIS 制度 

2.碩士班教育亞洲前三名 

3.國際圖書資訊學教育認證 

4.提升博士班教育 

1.健全 LIS 教育系統 

2.精進碩士班教育 

3.提升博士班教育 

4. LIS 教育國際化與國際認證 

5.能力導向教育與課程 

6.未來 LIS 課程 

7.健全學校圖書館員教育 

8.發展 LIS 教育平臺 

圖 1  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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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背景 

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受到網路數位科技與社會變遷的影響，我國圖書

資訊學教育圖像正在改變。在新趨勢、新機會、舊問題與潛威脅之下，如

何迎接未來十年。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於 2018 年到 2021 年間，進行「圖書資訊學

未來教育白皮書」計畫，採用環境掃描、文獻探討、論壇討論，與焦點團

體訪談等多種研究法。2018 年(民國 107 年)12 月間，進行「圖書資訊學未

來教育論壇」，邀請圖書資訊學系所主任、專家學者、圖書館館長、與館員

參與討論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問題，以及未來十年圖書資訊學教育策略方

向。其後與七校前後任系所主任進行焦點團體訪談與深度訪談。2019 年(民

國 108 年)12 月間，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舉行「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

白皮書研討會」，提出「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初稿」。2021 年，綜合

二次論壇討論與焦點團體訪談紀錄，提出 2021 到 2030 年我國圖書資訊學

教育優勢、機會、弱點、威脅、與策略規劃分析。以下從國際趨勢、國內

環境、與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現況分析綜述。 

一、國際趨勢 

美國圖書館學會  (2014)〈動盪的世界趨勢報告〉（Trends Report: 

Snapshots of a Turbulent World），提出三項影響原因與七項主要趨勢，其中

網路新革命、資訊機構改變、與資訊使用和消費轉型改變三項，是影響圖

書館營運和轉變的因素。七項全球趨勢探討圖書館服務的相關主題，包含：

（1）全球互聯世界形成。（2）環境復原力提升。（3）人口統計呈現更大、

更老、更多樣化面貌。（4）經濟不公平加劇。（5）公共部門預算不足。（6）

教育朝向自我導向、協作和終身學習發展。（7）工作需要新技能與新結構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14)。該趨勢報告引起許多探討：圖書館事

業發生重大改變，未來圖書館功能變化為何？這些趨勢對圖書館和大眾獲

取資訊的影響為何？圖書館有哪些機會和競爭優勢？圖書館面臨哪些威

脅及未來圖書館教育等議題。 

另一方面，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學會（ACRL）也進行學術圖書館環

境掃描，歸納影響的層面包括：社會掃描、經濟掃描、科技掃描、研究掃

描、與圖書館掃描。2012 年開始定期公布〈學術圖書館重要趨勢報告〉（Top 

Trends in Academic Libraries），2020 年，該學會預測學術圖書館重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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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1）變革管理：新領導新技能。（2）圖書館整合自動化系統的演變。

（3）學生的學習歷程分析。（4）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5）開放取用：轉

變與轉型。（6）研究數據學科的倫理與成熟議題。（7）社會正義、關鍵圖

書館學與關鍵數位教學法。（8）串流媒體。（9）關注學生福祉(ACRL Research 

Planning and Review Committee, 2020)。 

美國專業圖書館員的條件係獲得美國圖書館學會認可圖書資訊學學

校之碩士學位者，即取得專業館員資格。美國館員專業資格建立在圖書資

訊學教育認可制度上，由美國圖書館學會設置認可委員會，負責教育認可

相關事宜，並發展評鑑制度及標準。美國圖書館學會依據認可標準認可 61

所美國與加拿大圖書資訊學校系所(ALA, 2021a)。美國圖書館學會訂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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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書館與資訊研

究」(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為標準範圍，界定其為：「係研究紀錄

性資訊與知識、服務與技術，以促進管理與利用之學科，涵蓋資訊與知識

之創造、溝通、辨識、選擇、 徵集、組織及描述、儲存及檢索、保存、分

析、解釋、評估、綜整、傳播與管理」。該標準規定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要

件包括：系統性規劃、課程、教師、學生、行政、財務與資源， 已成為美

國與加拿大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與評鑑的依據(ALA, 2021b)。 

教育評鑑制度是確保高等教育機構與學程具有品質且符合教育標準

的重要程序。高等教育評鑑分為機構評鑑與專業領域評鑑，專業領域評鑑

又分為專門領域認可制度、學位課程甄審制度與學程審查制度。圖書資訊

學教育評鑑制度是專業領域評鑑，以保證教育品質與培養高品質的圖書資

訊學畢業生的重要機制。美國、英國、澳洲的圖書館學會在圖書資訊學教

育評鑑扮演重要的角色，學會訂定教育評鑑制度及相關評鑑標準，因評鑑

程序進行圖書資訊學教育認可與評鑑，並公布評鑑通過的學校名單向公眾

報告。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的要素包括：評鑑範圍與種類、評鑑標準、評

鑑認可的機構、評鑑方法與程序、評鑑結果與應用(林素甘，2021)。 

英國與美國的教育評鑑制度對專業教育的影響，使得專業教育機構有

系統的發展與提升專業品質。在圖書資訊學評鑑過程，需依據教育標準進

行評鑑。圖書資訊學教育標準成為教育發展的指南與評鑑依據，並且反映

圖書資訊學教育重要理論，對教育的發展影響深遠。美國圖書館學會於

1992 年、2008 年、2015 年、2019 年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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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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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簡稱 IFLA) (2021) 修訂教育指南名稱

為：〈圖書館與資訊科學教育學程指南〉(IFLA Guidelines for Profession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Programmes)，其界定「圖書資訊

學」（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是研究領域，也是專業實踐。在教

育和學術領域，關注所有形式和程序的資訊，處理資訊的技術以及與資訊

和相關技術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作為專業實踐，圖書資訊學參與了資訊

生命週期，利用科技將人們連接到資訊上，並且在文化遺產機構（如圖書

館、檔案館和博物館）擴展資訊環境。IFLA 指南包括八要件：教學與學習，

基礎知識領域，課程，學校治理，學術、研究、教師和行政人員，學生，

繼續教育與專業發展，教育和研究資源與設施。 

近年來，專業能力導向的教育漸成風潮。英國圖書館與資訊專業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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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認證英國圖書資訊學及相關學科（如博物館學和檔案學等）各級學程。

該學會針對圖書館與資訊人員的專業能力，研訂〈專業知識與技能基石〉

量表（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Base，簡稱 PKSB），標誌圖書資訊

學專業的核心知識與技能，並以支援圖書資訊學教育認證。PKSB 以圓圖

示意，首先將專業倫理和價值置於圓圖中心，向外發展 12 類專業知識與技

能，再向外為廣泛的圖書館、資訊和知識機構情境。PKSB 包括下列 8 類

「專業知能」(professional experience)：組織知識與資訊、知識與資訊管理、

使用和利用知識與資訊、研究技能、資訊治理與承諾、文書管理與歸檔、

館藏管理與發展、素養與學習等；以及 4 類「通用技能」(generic skills)，

包括領導與倡議、策略規劃與管理、以讀者為中心及服務設計和行銷、資

訊科技與傳播等（CILIP, 2021；林素甘，2021；Berney-Edwards, 2018）。 

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學用落差探討一直不斷，Saunders (2015)質疑美國

圖書館學會訂定的圖書館館員核心能力清單不符時代需求，從圖書資訊學

專業教育的觀點探討圖書館員的核心能力。該研究顯示圖書資訊學專業人

員對於美國圖書館學會館員核心能力清單，在技術，硬技能、與軟技能三

方面看法不同。美國圖書館專業人員認為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圖書館工作需

求發生落差，尤其在科技、軟技能與硬技能專業知能需要加強。Saunders 

(2019)問卷調查美國圖書資訊專業人員與圖書資訊學教師對圖書館核心

能力看法，將 53 項技能分為一般、溝通、使用者服務、管理和科技五類進

行調查。該研究顯示圖書館人員與圖書資訊學教師對於專業能力看法不同，

學用落差的問題確實存在。 

受到美國圖書館學會趨勢報告的影響，美國馬里蘭大學資訊研究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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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In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ryland)進行圖書資訊學教育

環境掃描，2014 年 8 月啟動「再探圖書館學碩士教育」（Re Envisioning the 

MLS）計畫，探討 MLS 學位的價值、未來 MLS 學位的樣貌、未來圖書館

和資訊專業人員需要專業知能。Bertot 與 Percell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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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MLS 碩士班的未來趨勢。

發現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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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人口或經濟的變化。（3）圖書館事業與職業觀念的

變化。由於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許多到圖書館以外機構就業，需要新技

能。此外，聯邦政府與州地方面臨的挑戰、工作機會、資訊提供者、資訊

本質與社會變化亦是相關影響因素。該白皮書提出圖書館學碩士教育的六

項重要趨勢，包括：(1)新科技快速進步，要利用科技參與、取用與分享資

訊，以適合社會需求。(2)開放數據與資訊分析日益重要，需要數據庋用、

運用、分析、與視覺化等分析技能。(3)數位學習快速發展，學習策略改變

挑戰通用核心能力，學習者需要快速學習各種新知識，終生學習觀念與技

能更重要。(4)人口老化與多元，而改變資訊服務需求內涵。(5)全球、國家、

地方受到科技、教育、社會影響而改變政策，影響文化機構角色並挑戰圖

書館價值。(6)圖書館資源限制預算縮減影響未來作業。 

馬里蘭大學再探 MLS 碩士教育計畫報告總結如下：（1）圖書館與資

訊機構關注的焦點改變，從實體館藏轉為個人及其所服務的社區，資訊機

構透過學習、創作、參與等活動促進社區的改變與轉型。（2）圖書館核心

價值仍然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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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改變，包括領導、管理計畫和人員的能力；透過指導或其他互動促進

人們學習和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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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以及及時思考和適應的能力；瞭

解募款、預算和政策制定的原則和應用；為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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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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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幫助社區面

對挑戰。（5）使用數據並實踐評估。（6）培養資訊專業人員具備數據角色。

（7）瞭解並運用社區人力資源。（8）關注學習科學，教育和青少年議題。

（9）關注數位資產與典藏的思維(Bertot, Sarin & Percell ,2016)。因應研究

發現，該計畫提出圖書館碩士教育未來課程的規劃，涵蓋下列九大領域及

相關技能與應用：新興科技、數位資產管理、數據(大數據/本地數據/個人

數據)、評估與評鑑、政策、文化素養、資訊需求、自造力、變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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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圖書資訊學校近年有許多新發展，其他學科大量融入本學門，許

多教師來自電腦科學、資訊科技、公共關係、新聞學、與傳播媒體等領域。

數位匯流將圖書館、檔案館與博物館連結起來。Chu (2010)探討美國圖書資

訊學教育 21 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發展，發現四項重要議題：圖書資訊學課程

與核心課程改變，圖書資訊學遠距教育大量應用科技，iSchools 出現，與

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問題。吳丹、余文婷(2015)回顧 2010-2014 年間圖書資訊

學教育研究進展與趨勢，觀察 iSchools 聯盟成立後，圖書資訊學教育進入

新的改革期。王梅玲(2021)針對 2010-2020 年間圖書資訊學教育相關文獻

進行評介，發現近十年全球圖書資訊學教育研究呈現著「轉型與擴疆」的

樣貌。綜整歸納 2010-2020 年間圖書資訊學教育研究涵蓋下列八大方向：

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更新、iSchools 運動對圖書資訊學教育影響、系所名

稱變革與多元學程、新興科技影響課程設置、圖書資訊學線上教育成長、

圖書資訊學就業市場擴大、能力導向教育與未來圖書資訊學教育研究。 

另一方面，歐美圖書資訊學院積極發展大學部，推動 iSchools 資訊學

院運動，2005 年成立「資訊學院」（iSchools）聯盟，許多圖書資訊學校加

入，主張以使用者、資訊、科技三者為核心，發展資訊研究與教學。許多

圖書資訊學院改名為資訊學院（iSchools），仍有部分學校維持圖書資訊學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之名(Stripling, 2013)。2021 年，全球參

加 iSchools 聯盟有 122 所學校，我國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臺灣師範大學

皆是參加該聯盟成為會員(iSchools, 2021)。 

肖希明等(2016)探討 iSchools運動對圖書資訊學教育的變革有何影響，

發現 iSchools 運動興起具有下列原因：社會資訊化進程加快，在資訊環境

形成；社會對資訊職業需求越來越寬廣；圖書館事業改變；傳統圖書館教

育面臨危機；學科交叉融合的趨勢日益明顯。有關 iSchools 研究特點包括： 

iSchools 研究始終圍繞資訊、技術與人展開；iSchools 研究與圖書資訊學教

育變革相輔相成；iSchools 研究跨學科性明顯，涵蓋計算機科學、圖書資

訊學、政治、歷史、化學、生物、藝術、醫學。其綜合分析 iSchools 人才

培養啟示包括: (1)以培養未來資訊職業領導者為目標。 (2)注重綜合專業能

力培養需求，設置核心課程。 (3)完善多樣化培養方式，培養途徑包括學位

教育、認證教育、雙學位、輔修。(4)建立合理人才培育評估體系，iSchools

評估體系包括一些排名機構和認證學會以及日常教學評估。圖書資訊學系

所排名有助於學校認識自己的優勢與劣勢以改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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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環境 

(一)圖書資訊學教育現況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已發展六十餘年，自 1955 年（民國 44 年），臺灣

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設立圖書館學組為臺灣圖書館教育開端。1961 年

（民國 50 年），臺灣大學成立圖書館學系，為圖書資訊學學士班之開始，

1980 年（民國 69 年）臺灣大學成立碩士班，推進圖書館事業發展。1989

年（民國 78 年），臺灣大學成立博士班，促進圖書館教育發展，如今發展

成為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完整教育體系；2019 年有七所學校，包括大

學部四系，碩士班七所、博士班三所。1993 年（民國 82 年），開始為反映

時代變革，許多圖書館學系改名為圖書資訊學系。各系所成立時間依序為

1955 年（民國 44 年），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館學組；1961 年

（民國 50 年），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以下簡稱臺大）；1964 年（民國

53 年），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以下簡稱世新）；1970 年（民國 59 年），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以下簡稱輔大）；1971 年（民國 60 年），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以下簡稱淡大）；1996 年（民國 85 年），政

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政大）；1999 年（民國 88 年），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中興），以及 2009 年（民國 98 年）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師大），各系所學程成立時間參

見表 3。 

臺灣原有六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其後，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

系圖書資訊學組，以及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停止招生，目前有大學部四

系，包括臺大、輔大、淡大、世新。碩士班有七所，包括臺大、世新、輔

大、淡大、政大、中興、師大。博士班有臺大、師大與政大三所。臺灣七

所圖書資訊學系所，共有專任教師 58 名，兼任教師 67 名；在校大學生

1,281 名，碩士生 405 名（碩士班生 272 名、碩士在職專班生 133 名），博

士生 53 名（莊道明、王梅玲，2018；宋慧筠，2020；本研究調查，2021）。

以下依成立年代先後概介七所圖書資訊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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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沿革表 

系所名稱 

（依成立年代排） 
成立年 所在地 隸屬學院 提供學程與成立年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

系圖書資訊學組(停招) 

民 44 年 

(1955 年) 
臺北市 文學院 學士班：民 44-96 年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民 50 年 

(1961 年) 
臺北市 文學院 

學士班：民 50 年 

碩士班：民 69 年 

博士班：民 78 年 

碩士在職專班：民 92-97 年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民 53 年 

(1964 年) 
臺北市 

新聞傳播

學院 

專科學校：民 53 年-82 年 

學士班：民 84 年 

二年制專科畢業生在職進修

學程：民 87 年-100 年 

碩士班：民 89 年 

碩士在職專班：民 91 年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民 59 年 

(1970 年) 
新北市 教育學院 

學士班：民 59 年 

進修學士班：民 59 年 

碩士班：民 83 年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

系 

民 60 年 

(1971 年) 
新北市 文學院 

學士班：民 60 年 

碩士班：民 80 年 

數位出版與典藏數位學習碩

士在職專班：民 101 年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

學研究所 

民 85 年 

(1996 年) 
臺北市 文學院 

碩士班：民 85 年 

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民

99 年 

博士班：民 100 年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停

招) 

民 87-101 年

(1998-2012 年) 
新竹市 

資訊傳播

學院 
學士班：民 87-101 年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 

民 88 年 

(1999 年) 
臺中市 文學院 碩士班：民 88 年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 

民 91 年 

(2002 年) 
臺北市 教育學院 

碩士班：民 91 年 

碩士在職專班：民 94 年 

博士班：民 98 年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原名圖書館學系，1998 年（民國 87 年），改

為現名。創系於 1961 年（民國 50 年），1980 年（民國 69 年）設置碩士班

與 1989 年（民國 78 年）的博士班，2003 年（民國 92 年）曾設立碩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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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專班，現已停辦，是臺灣的圖書資訊學教育唯一具有學士、碩士、博士

三級完整學位的系所。臺大因受到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發展的影響，教學

與研究範疇擴展至資訊科學、教學科技和知識管理，更名為圖書資訊學系，

並修改教育理念為：「持續培育圖書館與各式資訊服務機構之中堅人才，為

增加圖書館專業服務人員之在職進修管道，加強培育各類型圖書館之中、

高級管理人員，健全圖書館之管理」（臺灣大學，2021）。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原名圖書資訊學系，因應網路時代與國家未來

發展需求，2001 年（民國 90 年），改為現名。專注於數位匯流、數位內容

與傳播的專業人才之培育，先後於 2000 年（民國 89 年）設立碩士班與 2002

年（民國 91 年）的碩士在職專班。該系培養大學部學生定位為：「在網路

時代能夠充分掌握數位內容與數位通路之資訊傳播專才」，期望學生未來

成為從事資訊蒐集、整理、檢索、加值，適時地將資訊傳播給需要的民眾，

在各行各業扮演數位化的中介角色，促進國家社會更加文明，其辦學特色

為全國培養「數位內容策展」人才的搖籃；透過國際學術交流，提升資訊

傳播學系國際知名度（世新大學，2021）。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原名圖書館學系，1992 年（民國 81 年）改

名為圖書資訊學系，改名後，為反映學科內涵、範疇及學術理論之改變，

將課程分為核心課程、進階課程與全人教育課程，教學發展重點為因應資

訊服務之多元化需求，1970 年（民國 59 年）設立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

1994 年（民國 83 年）成立碩士班。2020 年，原進修學士班改名為「資訊

創新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培養符合國家及

產業發展需求之全方位人才。系所的教學目標有三大方向：（1）提升學生

圖書資訊學理論與實務之知識能力。（2）提升學生相關電腦科技理論與實

務之知識與能力。（3）提升學生於數位內容規劃、管理與傳播之知識與能

力（天主教輔仁大學，2021）。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原名教育資料科學系，1971 年（民國 60

年）成立，2000 年（民國 89 年）改為現名，1991 年（民國 80 年）設立碩

士班，2012 年（民國 101 年），成立數位出版與典藏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2020 年，改名為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其學士班

教育宗旨為：「探討圖書資訊的本質、管理與傳播，及其相關科技的應用，

以促進個人、社群、機構與社會對資訊的利用」。碩士班的教育目標為：「培

養現代觀、國際觀及未來觀的圖書館及相關產業資訊服務之管理及研究人

才」（淡江大學，2021）。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原名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成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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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民國 85 年），2003 年（民國 92 年）改為現名，並分二組：圖書

資訊學組與檔案學組，促進圖書資訊學與檔案學的教學與研究。2009 年（民

國 98 年）設置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2011 年（民國 100 年）設

置博士班。該所成立宗旨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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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育願景包含：造就

多元化的圖書館與資訊機構專業人才，積極培育檔案管理專業人才。加入

數位圖書館與數位學習研究，培育數位內容與數位學習產業人才，促進圖

書資訊學、檔案學以及跨領域之整合，以創造資訊服務的新境界。積極從

事國際圖書資訊學教育與研究、檔案與電子文件管理、數位圖書館、數位

學習、及資訊計量與評鑑等學術研究，以成為圖書資訊學與檔案學研究重

鎮（政治大學，2021）。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成立於 1999 年（民國 88 年），設有碩士

班，設立宗旨主要為提供中南部地區圖書資訊人員繼續進修管道，並以培

養高素質之圖書館中、高階工作人員為目標。研究所發展重點有三大方向：

（1）配合數位資訊時代發展需要，培育跨學科之圖書資訊管理應用人才，

提昇圖書館與資訊中心在資訊社會中保存與傳播學術資源的功能。（2）積

極延聘國內外優秀人士，開授圖書資訊學新興課程。（3）配合圖書資訊教

學新趨勢，參與數位圖書館相關研究及教學活動，提供中部地區公共圖書

館、學校圖書館專業諮詢服務（中興大學，2021）。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2002 年（民國 91 年）成立，2008

年（民國 97 年）成立博士班，2005 年（民國 94 年）續辦社會教育學系之

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在職專班（週末班）及學校圖書館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暑期班），以培育具備資訊科技知能之圖書資訊服務人才。2018 年（民

國 107 年），與教育學院的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及資訊教育研究所整合，

改隸新成立的學習資訊專業學院（仍隸屬教育學院）。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

訊學研究所教育目標為：「培育知識服務之管理及學術研究人才，從事知識

之保存、組織、加值、傳遞、與管理之研究，以期在知識經濟社會中，為

知識使用者創造價值」，培育知識服務機構經營管理人才、學習資源中心經

營管理人才、企業及機構知識管理人才、數位內容管理人才，以及圖書資

訊學教學及研究人才（臺灣師範大學，2021）。 

有關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師人數，專任教師共有 58 名，其中臺大專任教

師最多，12 名，中興最少，5 名。兼任教師 67 名，專兼任老師共 125 名。

參見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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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圖書資訊學系所專兼任教師統計 

 
學校 性別 

小計 
臺大 世新 輔大 淡大 政大 中興 師大 男 女 

專任 12 8 10 10 7 5 6 27 31 58 

兼任 7 10 21 17 4 4 4 35 32 67 

有關 7 校圖書資訊學教師背景，專任老師 58 名，依其最高學位學科

主題分析，來自「圖書資訊學」28 名，「資科／資工／電腦」21 名，兩個

領域的人數最多，占專任老師逾 8 成。近年來我國圖書資訊學校教師背景

發生變化，圖書資訊學背景教師逐漸減少，約占 48.3%；非圖書資訊學背

景教師增加，占 51.7%，尤其以資訊相關學科的教師為多(36.2%)，參見表

5。 

表 5  圖書資訊學系所專任教師最高學位背景統計 

學校 
圖書 

資訊 

資科/資工/

電腦 
文史哲 教育 商管 其他 

總

計 

臺大 8 2 0 1 0 1 12 

世新 4 2 0 0 0 2 8 

輔仁 2 4 1 1 2 0 10 

淡大 7 3 0 0 0 0 10 

政大 4 2 0 0 1 0 7 

中興 2 3 0 0 0 0 5 

師大 1 4 0 0 0 1 6 

合計 28(48.3%) 21(36.2%) 1(1.7%) 2(3.4%) 3(5.1%) 3(5.1%) 58 

註：「資科／資工／電腦」類別中包含資科、資工、電子、電機、電腦相關科系 

有關四校學士班 100 至 109 學年度在校學生統計，整體而言，在校學

生數逐年增加，平均在校學生總數為 1,354 名，109 學年度共 1,281 名學

生，較前二年人數減少，因為輔大進修學士班 109 學年度停止招生。觀察

近十年學士班學生人數變化，104 學年度達到高峰，其後有下降趨勢。此

外，各學年中各校在校生皆是女性多於男性。就各校的在校生數量變化而

言，世新與輔大二校的數量較穩定，淡大由於開設二班，近五年的成長最

大。臺大 107 學年度在校生 186 名，為四校最低，參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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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圖書資訊學系學士班在校學生統計 

學年

度 

學校 性別 

總計 
成長

率 臺大 世新 
輔大/

日 

輔大/

進 
淡大 男 女 

100 213 247 253 246 336 405 890 1,295 — 

101 221 230 251 237 392 418 913 1,331 2.8% 

102 188 231 248 217 443 420 907 1,327 -0.3% 

103 201 238 240 218 501 453 945 1,398 5.4% 

104 203 248 244 222 501 476 942 1,418 1.4% 

105 207 250 241 216 503 — — 1,417 1.5% 

106 202 248 236 192 490 — — 1,368 -4.9% 

107 186 248 239 186 478 — — 1,337 -2.3% 

108 267 243 237 160 460 440 927 1,367 2.2% 

109 238 240 235 119 449 399 882 1,281 -6.3% 

平均 213 242 242 201 455 — — 1,354 — 

有關七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 100 至 109 學年度在校學生統計，整體而

言，學生數略顯下降，平均在校學生總數為 306 名，100 學年度共 371 名，

學生達到高峰後開始減少，103 學年度微幅成長，109 學年度僅 272 名在

校生，在各學年中為數目偏低。另外，各學年中各校在校生皆是女性多於

男性。就各校的在校生數量變化而言，政大與師大二校的數量較穩定，各

年度在校學生數與平均數差異不大，臺大平均在校生 72 名，為最多。其

中，世新、輔大、中興與師大四校在 100 學年度時，在校生數量達到高峰，

參見表 7。 

表 7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在校學生統計 

學年

度 

學校 性別 
總

計 

成長

率 
臺

大 

世

新 

輔

大 

淡

大 

政

大 

中

興 

師

大 
男 女 

100 70 34 71 36 34 69 57 122 249 371 — 

101 83 30 69 34 32 62 48 111 247 358 -3.5% 

102 81 24 32 28 39 59 54 92 225 317 11.5% 

103 70 16 41 50 37 64 50 100 228 328 3.5% 

104 60 22 35 36 38 42 57 94 196 290 11.6% 

105 63 19 35 26 48 23 51 — — 265 -8.6% 

106 84 22 34 15 38 37 57 — — 287 8.3% 

107 61 22 34 21 62 29 56 — — 286 -0.7% 

108 74 15 31 22 53 39 50 79 205 28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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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69 15 27 18 51 36 56 71 201 272 -4.4% 

平均 72 22  41  29  43  46  54  — — 306 — 

有關三所圖書資訊學博士班 100 至 109 學年度在校學生統計，分別有

臺大、師大與政大三校，博士班 109 學年度在校生共 53 名，整體而言，博

士生自 104 學年度逐漸成長，共 48 名學生，其後數量維持。各校平均在校

生數，臺大 22 名最多，其次則是師大，政大各 11 名，參見表 8。 

表 8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班在校學生統計 

學年度 
學校 性別 

總計 成長率 
臺大 師大 政大 男 女 

100 27 9 2 11 27 38 — 

101 20 9 4 10 23 33 -13.2% 

102 17 4 8 19 11 29 -12.1% 

103 21 8 12 14 27 41 41.4% 

104 24 12 12 19 29 48 17.1% 

105 20 13 13 — — 46 -4.2% 

106 20 14 14 — — 48 4.3% 

107 20 14 14 — — 48 0.0% 

108 23 12 13 21 27 48 0.0% 

109 24 13 16 21 32 53 9.4% 

平均 22 11 11 — — 43 — 

(二)圖書資訊學教育優勢與機會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18 年 12 月舉行「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論

壇」，並邀請圖書資訊學系所主任與專家學者參加焦點團體訪談與深度訪

談。最後綜合論壇討論與焦點團體訪談紀錄，提出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的

優勢與機會如下。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無論在課程教學或實務向來以品質優良著稱，同

時吸引許多亞洲國家學生來就讀。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與研究，臺大、師

大圖書資訊學系所的 QS 排名在亞洲各國表現優異。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價

值是促進臺灣圖書館事業興盛的助力。綜合而言，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具

有下列優勢與發展機會： 

1. 專業教育制度健全，培育高階專業領導人：圖書資訊學教育現今發展

成為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完整教育體系，形成圖書資訊學基礎、

中階、與高階人才的完整專業教育人才培育制度。目前七所學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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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大學部 4 系，碩士班七所、博士班 3 所，研究所與在職碩士班人才

增加，奠定圖書資訊界高階研究與領導人力。 

2. 六項核心專業為基礎擴大範疇：圖書資訊學教育歷經不同階段發展，

聚焦在圖書資訊學概論、資訊資源與館藏發展、資訊組織、資訊服務、

系統與圖書館自動化、圖書館與資訊機構管理等六項核心專業。各校

依據師資特色，增加不同專業領域範疇。例如政治大學發展檔案學；

淡江大學發展出版研究與數位典藏應用；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延伸

網路傳播領域等。 

3. 圖書資訊學校擴大領域，朝分組與模組化發展：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

檔案學研究所分為圖書資訊學組與檔案學組，開啟國內檔案學教育。

其後分為三模組：圖書資訊學組、檔案學組、出版研究與數位科技應

用模組。世新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更名為「資訊傳播學系」，以培養數位

內容設計、網路資訊蒐集、加值、行銷、資料庫加值、檢索專業人才

為主旨。 

4. 各校師資優良與背景多元：圖書資訊學教師多來自英美國家與本國培

養之博士優秀人才。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師學科背景多元，無論在教學

或研究表現上皆具優勢。 

5. 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品質優良：我國有七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具有若

干優勢：教師教學與研究表現優秀，課程兼具傳統與新興科技，碩士

生必需撰寫學位論文，並且提升碩士教育品質。 

6. 文化數位典藏計畫開啟數位圖書館教育發展新方向：臺灣推動數位典

藏國家型計畫之後，圖書資訊學系所相繼開設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課

程與學程，培養無數數位化、數位內容、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人才。

政治大學、淡江大學與臺灣師範大學相繼開設數位碩士在職課程。 

7. 積極發展在職專班與數位專班：圖書資訊學校積極發展在職專班，包

括臺灣師範大學、世新大學、政治大學、淡江大學等校。數位學習碩

士在職專班突破傳統，提供在職人員線上修習學位機會，並擴大圖書

資訊學教育版圖。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首開先例，經教

育部認證通過開設「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其後，淡江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也開設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8. 海峽兩岸交流穩固且密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開啟兩岸圖書資

訊學教育的交流，歷經二十餘年合辦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兩岸之學術合作穩固且持續發展，並匯集兩岸豐沛的圖書資訊學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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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脈與研究資源。 

9. 新技術應用開啟圖書館事業與圖書資訊學教育的新發展契機：圖書館

事業發生轉變，不以實體館藏與服務為唯一目的，同時關注人與社區

互動服務關係。新興資訊科技應用如行動互聯網、雲端運算、物聯網、

大數據、人工智慧，及資訊安全等將帶給發展契機。 

10. 因應社會人口改變，圖書館服務重視樂齡與兒少相關研究：未來各國

將面臨老年人口增加與少子化等人口趨勢，圖書館教育將朝向樂齡族、

兒童與青少年服務，發展健康資訊服務，以自我導向、協作和終身學

習等圖書資訊學教育新發展。 

(三)圖書資訊學教育弱點與威脅 

在「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論壇」與圖書資訊學系所主任進行的多場焦

點團體訪談中，提出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弱點與威脅分析，這些劣勢與威

脅綜整如下。 

1. 圖書資訊學教育核心價值模糊與學門定位的危機：隨著教育部取消部

定核心課程標準後，雖給圖書資訊學校更大發揮空間，但另方面傳統

圖書資訊學教育核心價值受到挑戰。多元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下，不

斷引進資訊科學與技術課程，圖書資訊學教育調整過程受到質疑與挑

戰，開始出現「以圖書館學為主」或「資訊科學為主」等核心價值分

歧現象。 

2. 圖書資訊學系所多獨立研究所，規模小，師資缺乏，面臨招生不足問

題：臺灣圖書資訊學普遍是「小而美」的獨立研究所環境發展。隨著

台灣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研究所過度成長下，使願意讀研究所的大學

生人數逐漸下滑。造成獨立研究所因規模小，其存廢或合併危機逐漸

受到討論。私校大學部的招生，因報名人數逐漸下滑，在錄取率高與

不足額錄取下，新生就學意願低落與學生素質不佳，使得學生就學率

下滑。 

3. 大學部學士班課程多元，畢業生就業市場有待擴展：隨著科技應用日

益廣泛，圖書館學系大學部課程朝向多元發展，使社會普遍對圖書資

訊學定位逐漸模糊。當前課程設計也較少考量畢業生就業目標市場，

使得學生缺乏就業定位，圖書資訊學畢業生從事非圖書館工作比例逐

漸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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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圖書館事業需整合：近年台灣圖書館事業發展，受

到政府機關與地方機關重視，成為機關行政績效指標之一。各類圖書

館經營理念與服務方式改變同時，逐漸失去與圖書館事業連結。兩者

間常缺乏對談與連結機制，教育培育人才與圖書館實際之需求不同，

導致圖書館大量引進與雇用非圖書館學專業的人力問題。 

5. 圖書資訊學系所面臨專任教師退休潮，亟待充實師資：盤點七所圖書

資訊學系所教師人員，未來五年將有 8 至 10 位專業教師退休，近 16%

專任教師離開崗位，後續退休教師也逐年增加。若未能補充優秀圖書

資訊學新教師人力，勢必造成系所開設課程問題。 

6. 圖書資訊學教育缺乏專業評鑑制度，未發揮專業教育的功能與價值：

我國圖書館學會尚未發展如英美圖書館學會專業教育的認可制度與功

能，使得我國圖書資訊學專業教育發展缺乏獨特性，社會對圖書資訊

學教育重視不足及教育品質保證難以確認。 

7. 圖書資訊學畢業生就業市場多元，但課程未依據市場需求設置以培養

人才：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從事非圖書館工作之比例提升至近 50%，

但我國圖書資訊學系所課程特色，及其規劃與設計，很少考量畢業生

就業目標市場。 

8. 圖書資訊學系所專任教師半數來自其他學門：新聘教師背景多元，主

要依其學術專長進行教學與學術研究，較缺少圖書資訊學領域的課程

教學經驗與研究融合，需要提供引導機制協助他們快速融入圖書資訊

學門。 

9. 博士教育招生人數減少，學術與就業競爭力下降：我國有三所圖書資

訊學博士班，過去是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火車頭，帶動圖書館事業進步

與繁榮，近年博士教育招生人數減少，就業競爭力下降。 

10. 我國高等教育出現少子化與私校退場問題，影響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

高等教育生態改變，少子化現象與私校退場問題正威脅圖書資訊學碩

士班招生，使得教師聘任與課程配置更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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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圖書資訊學教育願景與目標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六十餘年，至今建立七所圖書資訊學系所，

涵蓋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三級教育制度。培養許多圖書館與資訊專業

人才與領導人才，同時促進我國圖書館事業的進步。面對網路革命新時代

許多改變與趨勢，資訊科技進步與快速創新，社會人口老化與多樣化、高

等教育變革、社會工作結構改變新趨勢，因應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優勢、

機會、問題與威脅，思考未來十年發展，本章說明圖書資訊學教育使命、

願景與發展目標。 

一、圖書資訊學教育使命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使命：培養競爭力的前瞻圖書資訊學人才，發展

健全與調變的圖書資訊學教育系統，促進圖書館資訊事業以及圖書資訊學

研究永續與卓越發展。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價值觀：推動美好社會、知識傳播創新、永續專

業發展。 

二、圖書資訊學教育願景 

針對上述圖書資訊學教育使命，未來達到下列願景： 

(一) 發展完整圖書資訊學教育系統，設置大學部與研究所，堅實教育基礎，

成為永續與彈性的圖書資訊學教育。 

(二) 成為卓越的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在亞洲名列前茅 。 

(三) 我國圖書資訊學系所通過國際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提升國際聲望與

認可。 

(四) 成為具國際水平的圖書資訊學博士教育，供應我國優質的圖書資訊學

教育師資與傑出的圖書館事業領導人才。 

三、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目標 

為達成四項願景，圖書資訊學教育應追求下列八項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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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健全發展圖書資訊學系所教育系統，各校均設置圖書資訊學大學部與

研究所，各獨立研究所設置大學部或學士學程，以堅實教育基礎，發

展永續與卓越的圖書資訊學教育。 

(二) 精進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各校發展特色優勢，優化圖書資訊學碩士

教育品質，發展成為亞洲圖書資訊學教育品牌。 

(三) 提升圖書資訊學博士教育品質，培育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師與圖書館資

訊機構領導人才，支持我國圖書資訊學研究社群，作為圖書資訊學師

資與卓越圖書資訊學研究的後盾。 

(四) 系所評鑑與國際專業評鑑接軌，擴展圖書資訊學教育國際化。我國圖

書資訊學系所參與英國或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認證與評鑑，獲得國際

聲望與認可。 

(五) 研訂圖書資訊學核心能力，發展能力導向教育與課程，以培養有競爭

力的前瞻圖書資訊學人才。 

(六) 因應新興科技、數位內容與數據管理趨勢，圖書資訊學系所設置前瞻

性課程，幫助畢業生就業並因應不斷改變的圖書資訊學市場與工作結

構。 

(七) 健全中小學圖書館與媒體館員的教育系統，培養優良的學校圖書館員

與媒體專家，以推動我國中小學閱讀與資訊素養教育。 

(八)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成為教育平台，建立圖書資訊學數位學院，

作為圖書資訊學教師與圖書館資訊專業人員學習與學術交流空間，幫

助教師與圖書館資訊人員繼續專業發展。 

肆、圖書資訊學教育推動策略與行動方案 

為達成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願景與發展目標，必須針對國際趨勢，國

內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優勢與機會找到發展方向，並解決圖書資訊學教育問

題，分別從教育系統面、政策與管理面、課程與教師面、學會與平台面四

方面提出十六項策略，以及重要的行動方案。希望培養圖書資訊學優秀未

來人才，推動臺灣圖書館事業火車頭，成為亞洲旗艦。白皮書建議圖書資

訊學教育推動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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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系統面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系統包括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三級的學程，

圖書資訊學程的要件包括：行政管理、課程、教師、學生、學習設施與資

源。 

(一) 圖書資訊學教育系統 

說明：圖書資訊學教育系統涵蓋大學部與研究所，大學部培養圖書資訊學

基礎人才，研究所包括碩士班與博士班，碩士班以培養圖書資訊學

專業人才。我國圖書資訊學系所僅七所學校，有七所碩士班卻僅有

四所大學部。由於獨立研究所學生人數有限，近年大學遭遇少子化

的招生減少的問題，影響系所發展，宜廣設大學部或學士學程，以

堅實圖書資訊學教育制度基礎。 

策略 1：建立完整與調變性的圖書資訊學教育系統。各圖書資訊學校均設

置大學部與研究所，以堅實教育基礎。圖書資訊學獨立研究所擴展

設置學士班或學士學程，以增加研究所價值與影響。完整與調變性

圖書資訊學教育系統將發揮圖書資訊學教育專業價值，發展永續、

彈性與卓越的圖書資訊學教育。 

(二) 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 

說明：我國圖書資訊學碩士班教育品質優良，為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優

勢。但多數學校為獨立研究所，規模小，近年發生招生困難生源不

足的問題，並且面臨資訊相關學門的競爭。故需在碩士班基礎上精

進發展。 

策略 2：發展優質圖書資訊學碩士教育。各圖書資訊學碩士班配合未來趨

勢與現在問題，訂定教育目標引領未來發展。碩士教育應有明確的

目標，確定學生畢業時應具備核心專業知能，訂定學生學習成果，

以提供課程設置依據與設計課程。各校掌握優勢，在特色領域持續

精進，建設成我國優質圖書資訊學碩士班，位居亞洲前三名。 

(三)圖書資訊學學士教育 

說明：我國有四所圖書資訊學系學士班，課程多元，就業市場管道多，畢

業生較難掌握就業方向。如今面臨新興科技不斷推陳出新以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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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資訊機構工作日益增加，影響圖書資訊學大學部定位與學生就

業市場方向，較難達到就業市場與教育學用合一。 

策略 3：健全發展圖書資訊學學士教育。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定期調查畢

業生就業現況，掌握職涯與工作路徑，維持學用合一平衡。學士班

或學士學程以使用者、圖書資訊及數據、科技三者為核心，發展圖

書資訊學基礎的多元大學部教育，培育優秀圖書資訊學基層人才，

進入數據、資訊、傳播、圖書館與檔案機構等多元市場就業。 

(四)圖書資訊學博士教育  

說明：我國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設置圖書資訊學博士班。

博士班早期是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火車頭，培育圖書資訊學系所許多

優秀的教師與傑出圖書館領導人。近年來，圖書資訊學博士班招生

人數減少，國際化不足，博士生謀求教師就業管道閉塞，博士生就

業競爭力下降，引發圖書資訊學博士教育的危機。 

策略 4：提升圖書資訊學博士教育水平。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博士班經營

的問題，尋求與歐美優質圖書資訊學校合作，提供充裕奬學金吸引

優秀學生，檢視調整博士班教學目標、課程與畢業要求，以提升博

士教育品質。發展優質圖書資訊學博士教育，以培養圖書資訊學教

師人才與圖書館資訊專業領導人才，支持圖書資訊學研究社群，並

支援圖書資訊學師資與卓越圖書資訊學研究。 

(五)多元學程 

說明：我國圖書資訊學碩士班與博士班發生招生問題，由於少子化與高等

教育改革問題，影響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招生困難。此外，現今全球

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國際化與線上教育趨勢，也對我國發展造成威脅。 

策略 5：圖書資訊學系所發展多元學程模式。各系所靈活彈性地採用多元

途徑與跨域教育模式，如數位教育、認證教育、雙學位、輔修、線

上教育，以增進亮點與國際能見度，並廣收國際學生以擴大研究生

的來源。 

(六)學校圖書館館員的教育 

說明：我國現有 3,000 餘所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是學習基礎，學校圖書館

作為學習資源中心，是支持學校師生學習的重要推手。圖書館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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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教師更是發揮學校圖書館與學習資源中心的關鍵，許多研究顯

示，學校至少需擁有一名全職的圖書教師，對於學校圖書館的各項

功能及閱讀推廣有正向的影響。但在臺灣，由於教育部未明令中小

學應設置學校圖書館員，多數的中小學校並未設有正式且專業的圖

書館員，以致影響學校圖書館的閱讀與資訊素養教學的推動。 

策略 6：健全學校圖書館員教育系統。加強培養我國中小學圖書館員與圖

書教師，由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

檔案學研究所、與相關系所擔負培養之責，培養教師具備圖書館經

營、圖書資訊學、閱讀與資訊素養教學等知能，以提升我國學校圖

書館功能以及閱讀與資訊素養推廣成效。 

二、管理與政策面 

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管理可提升教育效率，圖書資訊學教育相關標準與

政策，可為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依據並提升教育成效。 

(一) 圖書資訊學教育標準 

說明：英國與美國的教育評鑑制促進圖書資訊學校有系統的發展與提升專

業品質。圖書資訊學評鑑需依據教育標準進行評鑑。圖書資訊學教

育標準成為教育發展的指南與評鑑依據，且反映圖書資訊學教育重

要理論，對教育的發展影響深遠。雖然中華圖書資訊學會多年前研

訂教育指南，但並未實施且內容已不合時宜，應配合新趨勢與變革，

定期研訂與發布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與政策，促進系所討論與未來

經營及課程設計參考。 

策略 7：研訂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標準。因應新興科技的應用，進行修訂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標準，各圖書資訊學系所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

育學會合作修訂「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涵蓋：策略規劃、

課程、專業核心能力、教師、學生、行政管理、財務經費和資源等

要素。 

(二)圖書資訊學系所策略管理 

說明：面臨社會新趨勢與新技術不斷推陳出新，策略管理成為教育經營的

重要利器，其是一連串的管理性決策及行動，以決定組織機構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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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績效，包括環境掃描、策略構建、策略執行及評估、控制回饋。

我國圖書資訊學系所尚未實行策略管理。 

策略 8：圖書資訊學系所實施策略管理與系統規劃。為提升行政效率，圖

書資訊學系所應進行系統性規劃，研訂系所的願景、使命、目標，

短期或長期策略規劃、學生的學習成果，並定期審視學程目標的達

成，作為評鑑與願景及策略持續研訂的參考。各系所依據圖書資訊

學教育標準，定期進行教育統計調查與學生學習成果檢討。圖書資

訊學系所藉由策略管理與系統策略規劃以提升圖書資訊學教育成

效。 

(三)圖書資訊學教育國際化評鑑 

說明：英國與美國的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制度對專業教育產生正面影響，

促進圖書資訊學校的發展與提升專業品質。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缺

乏專業評鑑，圖書資訊學教育國際化專業評鑑將有助於提升教育品

質與國際能見度。 

策略 9：我國圖書資訊學系所參與國際評鑑。首先研究圖書資訊學系所評

鑑制度與國際接軌的效益與可行性，以提升圖書資訊學教育品質與

國際能見度。我國的圖書資訊學系所參與英國或美國圖書資訊學教

育評鑑，獲得國際聲望與認可，並成為亞洲圖書資訊學教育旗艦。 

(四)圖書資訊學教育供應與就業市場調查 

說明：隨著新興科技的出現，iSchools 聯盟的形成影響圖書資訊學教育的

發展。此外，圖書資訊學畢業生就業市場擴大，不再侷限於圖書館

事業而擴大到資訊機構工作。圖書資訊學教育雖以培育圖書館員為

主，但近年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半數到圖書館以外的機構工作，

故需要進行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就業需求調查，提供系所未來發展與

課程設置調整之參考。 

策略 10：定期調查圖書資訊學教育供應與就業市場並維持平衡。各系所研

究圖書館與資訊專業市場及人力資源需求，包括圖書資訊學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畢業生的就業市場，未來工作與能力需求，圖書資

訊學核心能力清單，進行教育供應與市場需求學用落差分析，以提

升圖書資訊學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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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與教師面 

課程是圖書資訊學教育的核心，應配合社會變革與市場需求，定期檢

視圖書資訊學課程結構與內涵，檢討課程設置與核心課程。教師是課程傳

遞的推手，是圖書資訊學教育的關鍵，教師發展包括教師的專長背景、專

任教師與兼任教師聘任等。 

(一)圖書資訊學專業能力與能力導向課程 

說明：圖書資訊學教育是學術教育也是專業教育，圖書館與資訊專業能力

近年形成重要議題。隨著網路革命、新科技出現、圖書館典範轉移、

工作內容不斷改變，圖書館與資訊專業人員需要具備的工作能力改

變，因此專業教育與課程設計也需因應更新調整。圖書資訊學學科

內涵轉變，專業人員能力模式改變，能力導向的教育與課程設置受

到歐美圖書資訊學校的關注，應用在課程發展與學生學習成果評估，

並獲致良好的成效。 

策略 11：建構圖書資訊學專業能力，並據以發展能力導向課程。我國進行

圖書館與資訊人員專業能力模式研究，參考歐美圖書館學會的圖書

資訊學專業知能指南，調查我國圖書館與資訊機構市場工作現況，

研訂圖書資訊學核心能力。並依據專業能力模式發展能力導向課程，

培養學生成為具備競爭力的前瞻圖書資訊學人才。圖書館與資訊人

員專業能力指南可作為圖書館與資訊機構的人員招募、在職教育、

評鑑考核、與人力資源發展的參考。 

(二)圖書資訊學未來課程 

說明：圖書資訊學門的發展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如社會、政治、技術、

學習和資訊環境的變化；人口與經濟的變化；圖書館事業與職業觀

念的變化；以及圖書資訊學碩士畢業生到圖書館以外機構就業的趨

勢。因應這些改變與新趨勢，圖書資訊學系所需要思考學生需要的

工作新技能，並規劃新課程加以培養。尤其正值數位時代與數據管

理的風潮，圖書資訊學系所應提前部署，幫助畢業生進入社會就業，

並具備能力以因應不斷變革的市場生態與新工作結構。 

策略 12：環境掃描盤點現況與未來，以設置圖書資訊學前瞻課程。圖書資

訊學系所定期環境掃描未來發展趨勢，設計前瞻課程。系所預測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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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市場需求，規劃圖書資訊學各級學程的未來課程，如：新興科技、

數位資產管理、數據管理及分析、調查與評鑑、跨文化素養、自造

力、變革管理、專案管理等主題。前瞻課程有助於培育圖書館與資

訊服務未來領導者及專業人才，具備圖書資訊學專業知能勝任專業

工作，以支持圖書館與資訊專業精進與永續發展。 

(三)教師專業發展 

說明：面臨網路革命新興科技與社會變遷，教師需要不斷學習與專業發展。

我國圖書資訊學系所聘任非圖書資訊背景教師人數日益增加，教師

所學與研究主題更加多元。各校教師間熟悉度不足並缺乏專業互動

交流，有礙圖書資訊學學門的聚焦與發展，且易產生教師與圖書資

訊學系所及圖書館資訊產業的方向背離。  

策略 13：建立教師專業發展管道。圖書資訊學系所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

學會合作舉辦創新教學研討會與建立教師專業發展的空間，促進教

學方法、研究創新、教學實驗、教師實務精進、與教師經驗交流，

提升各校教師熟悉度與專業合作關係，有助融合不同背景教師快速

進入圖書資訊學領域教學。 

四、學會與平臺面 

為促進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發展，圖書資訊學系所除了需要有效率的行

政管理，更加需要人力、經費與資源。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可作為平

台，協助我國圖書資訊學系所與國外教育的交流合作，將促進我國圖書資

訊學教育的發展與提升國際能見度。 

(一)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為平臺 

說明：我國圖書資訊學校多為獨立研究所，規模小，缺少縱向領導與橫向

交流，需要強大的領導與有效的連結，圖書資訊學教育與研究理論、

實務、技術因此難以積累。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扮演平臺，以

促進圖書資訊學教育與研究。 

策略 14：建立系所交流平台強化教學研究發展。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作為平臺，促進圖書資訊學系所對話與合作，致力提升圖書資訊學

門與教育的理論、實務與技術的研究，促進卓越永續發展的圖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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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學教育。 

(二) 圖書資訊學教學與創新 

說明：圖書資訊學教育的核心在於教師課程傳授中對於學生的啟發。因此，

教師的教學熱情、教學法、教學設計與教學經驗十分重要，更需要

教師社群的討論、學習與研究。 

策略 15：提升圖書資訊學教學與創新。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邀請圖書

資訊學教師組成教師社群與主題興趣社群(SIG)，支持社群與 SIG

討論與發表，促進多元背景的教師互動與交流合作。並舉行圖書資

訊學術研討會，邀請圖書資訊學系所與教師、研究生、研究者交流

與討論，以提升圖書資訊學教育與研究水準。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

學會建立數位學院，作為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學與學術交流空間，研

討教學創新、數位課程與數位學習，提供教師、學生與圖書館資訊

專業人員自主學習與繼續專業發展的管道。 

(三) 圖書資訊學教育國際合作 

說明：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成立多年，促進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

交流，歷經多年耕耘最具成效。基於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交流之成

功經驗，未來應擴大與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等國際圖書資訊學

教育學界的交流與合作。 

策略 16：從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交流到拓展國際學術合作。中華圖書

資訊學教育學會未來擴大與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等國際圖書資

訊學教育交流與合作，提升圖書資訊學教育國際能見度與教師國際

合作機會。學會並提升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合作研究與教育層級，

從會議合辦擴大成立主題興趣小組，促進課程、教師、與學生合作。 

五、行動方案 

針對本白皮書所提未來十年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的願景、目標、策略，

最後建議下列優先行動方案： 

（一） 召開「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論壇，邀請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師、

博士生、碩士生、大學生、圖書館員、資訊人員參加，討論後公布

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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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優先舉辦「圖書資訊學教育前瞻發展與就業市場論壇」，建議中華

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與七所圖書資訊學系所、國家圖書館、中華民

國圖書館學會合作舉行論壇，討論未來圖書館與資訊機構工作需求、

碩士班未來發展、碩士班招生下降，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市場學用不

一的問題。 

（三） 舉辦圖書資訊學專業能力與核心課程研討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

學會、國家圖書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七所圖書資訊學系所合

作舉辦研討會，探討圖書館事業永續發展、未來圖書資訊學核心能

力與圖書資訊學課程設置。 

（四） 研究我國圖書資訊學系所評鑑制度與國際接軌的效益及可行性，以

提升圖書資訊學教育品質與國際專業接軌，成為亞洲圖書資訊學教

育旗艦。 

（五） 舉辦圖書資訊學創新教學與數位學習研討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

學會與圖書資訊學系所合作舉行國際研討會，探討國際圖書資訊學

教育趨勢、新教學法、創新教學、線上教育與數位學習、與教育新

方向等議題。 

（六）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與圖書資訊學系所及圖書館資訊機構，合

作建立「圖書資訊學數位學院」。針對新興科技出現與新圖書資訊

學的發展，以圖書資訊學專業發展為目標，採用數位平台與數位課

程經營模式。首先調查圖書資訊學教師、博士生、圖書館員、圖書

資訊學相關業界，對於工作、學習與研究的課程需求。其次，依據

調查開設有關教學法與教學設計、數位學習、圖書資訊學教育、新

興科技、與專案管理相關研習課程、工作坊、數位課程、專業認證

課程與學程。學員上課學習及格後由學會與圖書資訊學系所合作授

予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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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從 1961 年（民國 50 年）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正

規教育開始，建立起七所圖書資訊學校，從大學部、碩士班到博士班完整

教育體制，並且擴大至在職專班與數位碩士在職專班。前國家圖書館王振

鵠館長肯定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的價值，他評論道：「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

之一重要促成因素就是圖書館專業教育的興起。由於圖書館專業人員的養

成，提升了圖書資訊處理技術與讀者服務品質，建立起圖書管理的專業觀

念，促使圖書館的功能日益彰顯」(王振鵠，2007)。王振鵠館長的評論反映

圖書資訊學教育是影響我國圖書館事業進步的關鍵，教育培養專業人員，

因為他們的參與，成為我國圖書館進步的最大動力。我們需要不斷培養圖

書資訊學專業人才與領導人才，提升圖書館事業的進步促進社會福祉，傳

播資訊素養教育，與促進圖書資訊學術研究。 

迎接網路革命新時代，圖書資訊學教育需要重新檢視與規劃未來發展。

此外，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尚有許多迫切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如碩士班招

生困難，大學部定位不明，圖書資訊學門缺乏核心價值共識，碩士班規模

小而志向大，圖書資訊學校與圖書館事業需要連結，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就

業市場需求發生落差與學用不一，如何融合圖書資訊學、檔案學、出版、

數位典藏、資訊傳播、學習科學、資訊科學於一爐等。 

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承繼過去一甲子的努力成果，面臨全球圖書館與

資訊機構變革的挑戰，亟需提升與轉型，思考未來十年的發展，掌握趨勢，

分析現況問題，積極因應變革。因此，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針對下個十年

未來發展，提出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涵蓋四項願景、八大目標、

十六項關鍵策略。 

未來十年，將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關鍵年代。圖書資訊學教育應積極參

與，並且抱持「轉變與擴疆」的宏願，希望培養有競爭力的圖書資訊學未

來人才，用知識的傳播與創新促進美好的社會，達成下列四個願景： (1)發

展完整圖書資訊學教育系統，設置大學部與研究所，堅實教育基礎，成為

永續與彈性的圖書資訊學教育。(2)成為卓越的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在亞

洲名列前茅 。(3)我國圖書資訊學系所通過國際圖書資訊學教育評鑑，提

升國際聲望與認可。(4)成為具國際水平的圖書資訊學博士教育。 

本白皮書對於政府、圖書資訊學系所、中華圖書資訊教育學會、與圖

書館事業提出相關建議。對於政府，建議營造高品質的圖書資訊學國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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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環境，期望科技部大力支持圖書資訊學門研究計畫以及文化數位資產相

關研究，以支持圖書資訊學國際研究與教育交流。對於圖書資訊學系所，

期望共同努力達成本白皮書願景、目標與策略。對於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

學會，建議學會作為平臺，促進永續與卓越圖書資訊學教育；推動高品質

圖書資訊學教育與研究；提升圖書資訊學教育法創新與高品質教學；促進

兩岸與國際圖書資訊學教育合作交流。對於圖書館事業，建議與圖書資訊

學系所保持密切連結，共同訂定圖書館與資訊人員核心能力並透過圖書資

訊學系所專業學習，培養與時俱進的圖書館與資訊人才，以保持教育與市

場供需平衡與學用合一；鼓勵圖書館與資訊人員具備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

成為優秀的專業人員，持續精進圖書館事業，並且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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