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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面對數位時代，圖書資訊學教育因應之道。

【決議】

一、圖書資訊學教育之整體規劃 

（一）由中國圖書館學會或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召集，每年固定舉辦系所

主任聯席座談會，針對圖書資訊學教育課程規劃共同舉辦小型座談會。

除凝聚各系所課程之共識外，亦可針對教育發展問題交換意見。

（二）針對核心課程的教學內容及規劃，定期舉辦研討會或教學觀摩，並邀請

國外相關系所主任等來臺從事學術交流。

（三）配合國家考試之需要，研訂核心課程共同授課參考大綱，以供各校制訂

課程大綱之參考。

（四）針對圖書資訊學各種不同的學制，如大學部課程、研究所課程、在職進

修課程等研擬授課科目綱要，以供各圖書資訊系所教師參考。

二、因應社會需求，培養專業人才

（一）圖書資訊的相關系所應盡量納入電腦的基本核心課程；現職人員可以利

用繼續或回流教育來加強本身的電腦素養。

（二）圖書資訊的相關系所應要求學生修習輔系或雙學位。現職人員可以利用

目前廣泛設立的大學第二部或進修部，來加強自己的專門學科背景知

識。

（三）利用各種場合倡導資訊（Information）與電腦（Computer）的區分，以

逐漸導正社會觀念和修改相關法律詞彙。

三、圖書資訊學教學需求與師資培育

（一）建議教育部公費留學增加圖書資訊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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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取行政院國科會提供的客座教授名額。

（三）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博士班增加招生名額。

（四）增設其他圖書資訊學博士班。

（五）各圖書資訊學系（所）鼓勵教師善用在職進修的機會。

（六）與其他系所教師共同開課。

（七）各系所簽訂合約進行跨校選課。

【現況】

一、教育部為尊重大學學術自由與建立各校特色，自84學年度起取消部定必修課程

之規定，由各校自行規劃其必修課程，而各校可據此發展其特色。

二、自民國44年以來，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正規教育經過了50餘年的奮鬥與努力，

從大學部、研究所碩士班、至博士班都提供完備學程層級的教育體系。至今已

建立了8個系所，其中大學部學程有5系，包括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

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學程有8所，包括臺大、輔大、淡大、政大、

中興、世新、臺灣師大以及玄奘資訊傳播研究所（圖書資訊類）。博士班學程

有臺大、臺灣師大2所提供。此外，尚有佛光大學教育研究所招收圖書資訊類

學生以及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數位圖書資訊組。

三、為因應資訊科技對於圖書館的影響以及學門國際性發展趨勢，各圖書館學

系自民國81年起紛紛改名，各校名稱不一而是，國外或稱：「圖書館與資

訊科學」（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資訊科學」（Information 

Science）、「資訊研究」（Information Studies）、「資訊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在臺灣地區或稱為「圖書資訊學系」、「資訊傳播系」、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圖書資訊與檔案學」、「數位圖書資訊」等，且各

校開設的課程範圍與科目亦相當不一致。

四、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學術研究工作，在近幾年不斷地成長，所關注的議題由傳統

的圖書館學領域，延展到資訊科學領域，引入資訊服務的觀點。在數位化的衝

擊下，圖書資訊學教育亦面臨嚴峻的考驗，圖書資訊系、所課程紛紛重新包

裝，揚棄昔日引以為傲的傳統，一味追新求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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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於民國86年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之委託，

執行「圖書館學核心課程之規劃研究」。該研究結果界定了圖書資訊學5個主

要領域及各領域核心課程之名稱：

（一）資訊與資源領域：主要內涵為了解各類型資源。核心課程為「館藏發

展」、「參考資源」。

（二）組織與分析領域：主要內涵為瞭解資訊的組織與分析。核心課程為「主

題分析」、「資訊組織」。

（三）使用者與服務領域，主要內涵為了解使用者之認知與學習心理、資訊

尋求行為、以及服務之基本理念、讀者服務等。核心課程為「讀者服

務」、「資訊服務」、「參考資源」。

（四）資訊科技與應用領域：主要內涵為了解資訊科技及其應用。核心課程為

「資訊檢索」、「系統分析」。

（五）系統與管理領域：主要內涵與精神是指廣義的系統規劃，執行與評估。

核心課程為「圖書館管理」、「系統分析」。

六、除了核心課程的規劃研究之外，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亦於86年完成「電子圖書

館人才培育之相關整合性學程規劃」之研究。該研究將調查結果所得的56門課

程歸類為資訊基礎、資訊技術、資訊管理與資訊資源4方面，各方面包括的課

程如下：

（一）資訊基礎：計算機概論、程式設計、資料結構、圖書館學導論、智慧財

產權。

（二）資訊技術：電腦網路、網際網路、作業系統、計算機結構、多媒體、資

料庫系統。

（三）資訊管理：分類編目、資訊管理、資訊尋求行為、資訊檢索、資訊倫

理。

（四）資訊資源：網路資源、參考資源。

七、在參酌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所執行的「圖書館學核心課程之規劃研究」及「電

子圖書館人才培育之相關整合性學程規劃」二大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民國

90年由淡江大學黃世雄教授所主持的「資訊與圖書館學課程系統化整合之研

究」計畫，完成了一系列培訓圖書資訊學系學生「資訊科技」、「資訊媒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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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資訊組織與檢索」、「資訊資源與服務」之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基礎課

程規劃研究，並與原有的相關課程加以系統化整合。此外，並進一步編撰教學

大綱、教材內容與施行考核、評估。該研究計畫規劃之各領域課程內容包含：

（一）基礎課程：資訊科技：程式設計、網路概論、超媒體整合設計。

（二）資訊出版與媒體：資訊媒體典藏與儲存、學術傳播與出版、圖書出版史

數位教學。

（三）資訊組織與檢索：技術服務、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資訊儲存與檢索。

（四）資訊資源與服務：參考資訊資源、讀者服務、圖書資訊作業與服務評

估。

該項研究計畫共分4年完成：

第1年：廣泛收集、研讀國內外最近數年關於圖書資訊學課程規劃或設

計的文獻、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之課程及教課書資料，分析圖

書館與資訊科學相關領域之定義與範圍，以及圖書資訊學課程

大綱等。邀請國內圖書資訊學系所相關課程之授課老師，參與

座談與討論及交換意見。修訂各領域之基礎課程及涵蓋之內容

範圍，作為編撰教學大綱與教材之依據。

第2年及第3年：整理分析第1年收集的教學大綱與教材內容。以既有課程

之教材為基礎，參考國內外相關課程之教學大綱與教材

內容，進行編撰。

第4年：完成教材編撰。邀集第一年參與座談會的相關課程授課老師，針

對編撰完成的教材提出討論與建議。建置網路平台，將教材上

網公告，徵求考核，進行評鑑、教材內容修訂與召開研討會。

最後，該計畫之研究成果也建議在核心課程穩固的基礎下，再

佐以網路與資訊內涵相關課程的訓練，才能培育具有了解、適

應及使用資訊資源與資訊科技的能力，以面對時代的挑戰。

八、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於民國82年12月與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合辦首屆「海

峽兩岸圖書資訊學術研討會」以來，已陸續與大陸地區圖書資訊界合辦過多場

大型的學術研討會，藉由研討會的舉辦，開啟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交流的平

台，並為日後的交流活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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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當前問題及解決方案研擬】

一、面對數位的挑戰，圖書資訊學發展的瓶頸，欠缺一個強而有力的主題論述，圖

書資訊學教育必須有其主體性，能在學術取向、市場取向與人文取向之間取得

一個平衡點。因此，尚有待圖書資訊學界的共同努力，積極探索圖書資訊學教

育可持續性發展之契機，共同激盪出屬於圖書資訊學的關鍵能力。

二、圖書資訊學教育在繼續教育的推廣之下，促使許多圖書資訊專業人員積極充實

本身的專業技能。但是，碩士生力軍招募困難，圖書資訊學碩士生來源有限，

僅吸引本科系的學生報考，未能多方延攬優秀、多元人才。

三、目前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發展似面臨教育目標失焦、共通核心課程難產、招生對

象過於狹隘、本土性教材貧瘠、研究工作受到忽略等瓶頸。因此，如何使圖書

資訊學教育目標與課程內涵的設計符合時代要求，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四、臺灣各學系之間的課程缺乏明顯的特色，除了政大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外，各研究所之間開設的課程亦無太多區隔。因此，各系所應重新思考教育目

標，規劃重點領域，如資訊傳播、數位圖書館、學術傳播、網路學習和知識管

理等。

五、由於圖書資訊學是一個邊緣學科，有濃厚的跨科際性質，諸如：資訊工程、管

理學、傳播學、認知科學、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學、公共行政和法律等均可

以和其結合。整合得宜，可以相輔相成，融會貫通，吸取其他學科的菁華，獨

創品牌，有自己的風格。反思在上一波資訊科技浪潮襲捲中，圖書館學已經有

被「蠶食鯨吞」的恐慌，如今在網路世代的衝擊下，圖書資訊學亦有被泡沫

化、邊緣化的疑慮。因此，圖書資訊學系今後應在更寬廣的架構下思考課程，

讓教育以一種著眼未來的精神，超越目前的範圍，以共創明天現實的目標。

六、圖書資訊學教育的主題論述乃是未來發展的重要標的，根據America's Best 

Graduate Schools 2007的調查，將圖書資訊學教育課程分為Archives and 

Preservation、Digital Librarianship、Health Librarianship、Information Systems、

Law Librarianship、School Library Media以及Services for Children and Youth等專

業評等，值得我們關注與借鏡。

七、數位學習已成為現今教學的重要模式，但各校的發展特性以及各式課程管理系

統的差異性，對於多元整合及分享的數位學習環境與理想產生阻力。因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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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傚由Syracuse大學、伊利諾大學及華盛頓大學所共同開設「圖書資訊學網路

教學（Web- base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簡稱WISE）」課程，藉由跨

圖書資訊學課程平台的建置，提供廣泛利用的線上圖書資訊教育標準及方法，

開創課程共建共享模式，進而為國內外的圖書資訊學校際合作奠定新的契機。

八、邁入21世紀之際，圖書資訊學教育的革新，須由上而下，有整體性、全面性的

規劃，省思圖書資訊學的核心價值，亦須由下而上，有自覺的努力，為圖書資

訊學教育建構出專屬的天地。

【參考書目】

王梅玲，〈圖書資訊學教育〉，《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圖書館年鑑》（民國93年5

月）：頁375-400。

王梅玲，〈圖書資訊學教育〉，《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圖書館年鑑》（民國94年11

月）：頁263-293。

邱子恆、陳雪華，〈從KALIPER 報告探討圖書資訊學系所學生之專業學習與應

用〉，《圖書資訊專業人才能力培育研討會論文集》（民國92年12月）：頁77-

90。

陳雪華，〈圖書資訊相關學系核心課程之規劃研究〉，《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60

期（民國87年6月）：頁85-94。

楊美華，〈我國圖書館事業近十年發展的回顧與前瞻〉，《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2卷4期（民國95年10月）：頁10-24。

楊美華，〈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省思〉，《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30卷2期（民

國93年10月）：頁46-58。

黃世雄、蔡明月，（大學學術追求卓越計畫─基礎教育改進計畫：資訊與圖書館學

課程系統化整合之研究），上網日期：2007年5月10日。

網址：http://research.dils.tku.edu.tw/course/。

【撰稿人】

96.06.15王宏德撰稿；98.03.04王宏德修訂；99.10.25嚴鼎忠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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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數位時代圖書館員繼續教育之改進。

【決議】

一、各類型圖書館專業館員繼續教育的規劃

（一）大學校院圖書館專業館員繼續教育

1.由大學圖書館自行舉辦館員繼續教育。

2.鼓勵館員參與專業學會舉辦的繼續教育。

3.鼓勵館員參與外界舉辦相關的繼續教育。

（二）公共圖書館專業館員繼續教育

1.由國家圖書館舉辦。

2.由各縣市文化局舉辦。

（三）中小學圖書館專業館員繼續教育

1.鼓勵館員參與專業學會舉辦的繼續教育。

2.鼓勵館員參與外界舉辦相關的繼續教育。

（四）專門圖書館專業館員繼續教育

1.聘請外界學者專家在館內舉辦館員繼續教育。

2.鼓勵館員參與外界舉辦相關的繼續教育。

二、繼續教育課程內容的規劃與實施方式

（一）繼續教育課程之規劃

1.由各圖書資訊學系所負責規劃館員繼續教育課程。

2.由專業學會（中國圖書館學會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規劃館員

繼續教育課程。

3.由國家圖書館規劃館員繼續教育課程。

4.由各級圖書館自行規劃其館員之繼續教育。

（二）繼續教育課程之實施

1.由各圖書資訊學系所於夜間或暑假開設在職進修碩士學分班，鼓勵圖

書館在職人員接受繼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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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各圖書資訊學系所透過遠距教學方式，推展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

學，以實施館員之繼續教育。

3.由各圖書資訊學系所、國家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在網路上架設館員繼

續教育之專業網站，將館員繼續教育相關之資訊定期予以更新，以便

於館員繼續教育。

三、專業館員繼續教育的評估

（一）各種圖書館與資訊服務相關的研習班應實施課後評鑑，以作為下一年研

習班開授課程規劃與設計之依據。

（二）為整體性、有系統與有效的規劃全國圖書館員的繼續教育，中國圖書館

學會與國家圖書館應定期進行圖書館員與資訊服務人員的需求與意見調

查。

（三）為幫助圖書館員與資訊人員規劃個人繼續教育，建議中國圖書館學會為

學員設計繼續教育學習卡，記錄每位圖書館員修習過的課程。並依圖書

館員的需求設計領域學程單元，由顧問指導其訂定個人繼續教育的目

標，以及針對領域學程單元幫助其決定修課的計畫。

（四）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與中國圖書館學會研訂各類型圖書館員知識與

技能清單，並據以檢討評估現行研習班開設的課程。

【現況】

數位時代的臺灣圖書館員繼續教育之改善，從國家圖書館館出版的89年至95

年《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中，在各類型圖書館的專文、圖書館團體、及王梅玲的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教育〉繼續教育一節中，可以看出其蓬勃發展及旺盛的活動

力。

繼續教育的重要性是與日俱增的，尤其處於數位時代，我們不僅需要學習新的

數位學習工具，也必須利用新的工具來獲得更多、更方便及更有用的資訊內容。對

圖書館員而言，透過繼續的學習來提升專業知能及幫助大眾獲取更多所需的資訊是

必要的。

國內圖書館員繼續教育的進行方式很多，包括研習會、短期課程、討論會、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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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性會議與演講、至各相關學系選修或旁聽正式課程，參觀其他圖書館、參加圖書

館內部業務討論會、圖書館在職人員輪調、鼓勵館員從事專題研究，甚至讓館員以

自修的方式研讀其有興趣的專業文獻和交換彼此的閱讀心得等，都是可行的方式。

本案的繼續教育課程、活動或計畫發展擬以研習會、短期課程、討論會、專業性會

議與演講、至各相關學系選修或旁聽正式課程，與參觀其他圖書館為涵蓋範圍。

臺灣目前對於圖書館員的專業繼續教育著重於各式研討會的舉辦，以及由中

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每年例行舉辦之暑期研習班。數位時代對於繼續教育的明顯改善

之處，在這些課程或活動訊息透過全球資訊網網站、電子郵件、電子報的傳布或通

知，加速了館員獲得訊息及主動參與報名或在線上自我學習的機會。如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網站上（網址：http://www.lac.org）提供了即時性的「圖資界公告」、

「學會活動公告」、「教育訓練」及「醫學圖書館教育訓練」的線上服務；國家圖

書館的「遠距學園」（http://cu.ncl.edu.tw）目前開設了300多門線上課程，提供圖書

館員在職繼續教育的自我數位學習園地。

一、 「各類型圖書館專業館員繼續教育的規劃」方面

（一）國內目前行之有年的作法主要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結合各類型圖書

館，透過年度暑期研習班規劃不同主題的班別課程，各類型圖書館接

受委託辦理，再視所訂定課程的主題及範圍，由於名額有限，報名的學

員對象條件有所限制，自90年度至98年度，共有108班、5,744人參與這

些研習班。為因應數位時代來臨，自89年以來所舉辦研習班，其中主題

與數位時代相關的議題、新知發展，新技能應用於圖書館的業務與服務

者，計有近37班、1,300多人。茲加以整理如表1下，由此充分反映出國

內圖書館員繼續教育的規劃單位對於圖書館處於數位時代新發展趨勢的

關注及重視，而館員們每個年度回應報名這些研習班的人數有多於傳統

課程主題的趨勢，可以看出專業館員對數位時代應具備新知及技能的繼

續教育課程之強烈需求及積極的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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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數位內容產業分析與專案管理研習班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23

98 數位學習與圖書館服務研習班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54

  研究所 

98 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應用實務研習班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32

97 資訊組織進階班：數位時代的資訊組織 國家圖書館 52

97 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應用實務研習班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50

 （基礎班）

97 數位學習教材製作與教學應用研習班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 29

 （預計招收65人）

97 數位時代學術圖書館的管理與評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及圖書

 ─美國實務經驗分享專題研習班 資訊學研究所、華人圖書館員協會 39

96 數位圖書館與數位學習研習班 國立政治大學 38

96 圖書館數位學習資源與簡易教材製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7

 專題研習班

96 數位典藏行銷與資訊素養服務研習班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33

96 數位資訊應用研習班 世新大學圖書館 59

96 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應用實務研習班 淡江大學 54

95 圖書館數位學習共享空間規畫與實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暨圖書 89

 專題研習班 資訊學研究所 

95 數位時代圖書館館藏發展研習班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98

  暨圖書館 

95 數位內容之典藏、出版與應用研習班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暨圖 66

  書館

94 機構典藏與數位出版專題研習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39

  究所暨圖書館

94 數位學習與圖書館研習班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81

  研究所

94 數位內容之典藏、出版與應用研習班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65

表1：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數位時代相關議題研習班一覽表

 年度 研習班 承辦單位
 報名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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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數位學習與圖書館研習班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81

  研究所

93 數位時代圖書館讀者資訊服務研習班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63

  暨圖書館

93 個人知識管理與圖書館多元服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100

  究所暨圖書館

93 數位學習專題研習班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71

92 數位化資訊加值與產業應用研習班 世新大學圖書館 40

91 電子期刊出版與管理研習班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93

  研究所暨圖書館

91 電子圖書館技術與服務研習班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與玄奘人文 48

  社會學院圖書資訊學系暨圖書館

91 檔案數位化規劃與實施研習班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31

  研究所暨圖書館

91 圖書館數位化服務與行銷專題研習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96

91 圖書館與網路資源應用研習班─網路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48

 整體規劃與製作

91 電子館藏管理研習班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83

  暨圖書館

91 數位化典藏與服務專題研習班 國家圖書館 74

90 圖書館與網路資源應用研習班─網路 世新大學圖書館 51

 整體規劃與製作

90 知識管理專題研習班 國立臺灣大學圖資系 79

90 圖書館數位化服務與行銷專題研習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教系 120

90 圖書館人員分編進修研習班（二） 國家圖書館 65

 進階班：電子資源組織與實作

90 數位典藏與電子圖書館專題研習班 國家圖書館 104

90 多媒體技術入門與圖書館應用研習班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130

表1：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數位時代相關議題研習班一覽表

 年度 研習班 承辦單位
 報名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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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能成功的實行館員的繼續教育，有賴相關部門的全力

配合與支持，包括各部門、教育委員會、研究發展委員會、技專校院圖書館委

員會、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中小學圖書館委員會、公共圖書館委員會、醫學

圖書館委員會、法規與標準委員會、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國際關係委員會、

年會籌備委員會、專門圖書館委員會、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學會會員、各

類型圖書館。其在繼續教育的活動成果與現今的發展，請詳見《中華民國圖書

館年鑑》之〈圖書館團體〉專文。以下謹就幾個重點加以概述：

1.年度大會：由年會籌備委員會規劃辦理該會年度會員大會，並同時舉

辦系列活動，包括專題研討會、資訊系統展示、海報展等。如93年國

內重要圖書館團體普遍共同關心的研討議題及努力的方向為：圖書館

作為教育及學習的工具、圖書館資源取用的平等、圖書館數位學習資

源的整合以及圖書館間的合作與共享。

2.暑期研習班：由教育委員會規劃籌辦年度暑期研習班，分別委託國家

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及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辦理。各年

度詳細班別及報名人數，請參見《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之〈圖書館

團體〉專文。

3.專題研討會：由各類型圖書館委員會依不同類型圖書館業務及發展需

求，與法規與標準委員會、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等，也都分別籌辦了

各式各樣的專題研討會，研討會或專題演講內容，請參見《中華民國

圖書館年鑑》之〈圖書館團體〉專文。

4.國際活動：由國際關係委員會舉辦多場國際相關議題研討會及參加重

要國際會議及海報展；另，研究發展委員會也為國內圖書資訊學系所

教師、學生及圖書館從業人員規劃國外圖書館的參訪學習之旅，如新

加坡圖書館及香港圖書館等。

5.研究成果分享：為建立各校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論文交流的機制，研究

發展委員會調查各研究所進行中的論文主題，並將調查結果透過學會

網站及電子報公告，提供學界各先進同道參考；配合年會系列活動，

規劃辦理「圖書資訊學研究生論文論壇」。

6.電子報：93年度出版委員會新增電子報功能，每月數次將會務相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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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主動以電子郵件告知會員，深獲好評。電子報版面由「自動化與網

路委員會」設計。

（二）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為國內圖書館員繼續教育的努力成果，也有

賴相關部門及13個委員會、會員圖書館的全力配合與支持。該會在繼續

教育的活動成果，請詳見《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之〈圖書館團體〉專

文。這些委員會包括：會務設計委員會、學術活動委員會、財務委員

會、館合促進委員會、海峽兩岸資訊交流委員會、出版委員會、北部分

區委員會、東部分區委員會、中部分區委員會、南部分區委員會、大陸

資料合作發展委員會、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專門圖書館委員會。近

年來，該會辦理了多場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主講及分享有關數

位時代相關議題之研討，如數位出版－以辛辛那提大學、學術傳播聯盟

環境中的數位資源及館藏發展、如何強化數位時代圖書館的共建共享及

發展策略、「數位時代圖書館員心理素質問題探討」和「Google化和資

訊的前景」等，嘉惠國內數千位圖書館員。編輯「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

作協會電子報」，即時提供各會員單位有關國內外圖書館界新知及館際

合作新訊息。

此外，該會經國家圖書館委託辦理，執行「公共圖書館共用資料庫推廣

訓練」專案計畫，培訓「公共圖書館共用資料庫」種子教師，完成50場次教

育訓練，培訓種子教師有1,624人，學員包括小學老師438位、中學老師225

位、圖書資訊專業人員934人、其他社會人士27人。此外，這些資料庫利用

教育訓練課程同時透過網路教學方式攝錄，便利不克親自報名現場學習的館

員，可逕自到國家圖書館網站的「電子資料庫」或「遠距學園」，連結至所

需線上課程，自行主動學習。

（三）國家圖書館為落實終身學習網路教育的理念，於民國89年12月建置「遠

距學園」（http://cu.ncl.edu.tw）非同步網路教學平台，積極推展遠距教

學，提供圖書館員在職教育。館員可透過此網路教學系統，自由進行線

上繼續教育課程。全部數位課程結合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各類型圖書

館、各大學圖書資訊系所、教育單位、政府機構，共同發展及設計。目

前開設有300多種遠距教學課程，概括「圖書館利用課程」、「圖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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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學專業課程」、「資訊科技應用課程」、「寰宇漢學講座」、「行政

管理」、「國際新知交流」等系列。99年起開始與其他公部門的數位學

習平台合作交換與推廣「遠距學園」產出課程，至99年9月底上過學園

課程的學員累積上課28萬多人次，其中有80,000多位公務員完成學習時

數認證課程。

國家圖書館的遠距教學課程主要基於館員在職教育及提升民眾資訊素養

之需求而設計。目前課程發展方向以專業在職教育課程、民眾圖書館利用及

資訊素養課程、資訊科技應用、等系列課程為主軸。此外，圖書資訊學相關

之研討會、研習會、演講等活動也是學園課程資源的涵蓋範圍，提供不克親

身與會的同道透過數位學習方式分享重要新知或研討之意見。

除了不斷擴充課程內容外，國家圖書館因應數位學習相關科技及應用之

進展，不斷加強學園的數位學習環境，新增課程影音串流播放、網頁檢索、

課程單元查詢、學習時數認證服務等功能，期能為圖書館員提供繼續教育網

路教學的優質環境。

其次，為有效推廣國圖豐富的圖書資訊專業數位教學資源，該館每年

參與全國性活動或辦理面授研習會，加以擴大宣傳，如「臺北國際書展」、

「全國兒童閱讀運動」、「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縮短數位落差91

年度成果展」、「2002年社教機構終身學習節—與世界接軌活動」、「全國

數位學習與教學資源博覽會」、「遠距教學網研習會」、資訊月等活動，讓

全國各地圖書館、學校師生及民眾，透過此便捷的網路教學共享本館所建置

的數位學習資源。 

（四）各類型圖書館除了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作規劃實施相關教育課程

外，一些大規模圖書館為館內或館外的館員提供了多樣化的繼續教育活

動，或鼓勵參與外界的會議或教育訓練，如國家圖書館自89年至95年共

有200場，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有145場。另外，各類型圖書館在不

同專款補助或專案計畫的支持辦理下，也更擴展了國內圖書館員繼續教

育的機會及提升其專業知能在職教育的成效，以下摘要整理全國性的教

育訓練活動成果。

1.公共圖書館人員資訊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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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人員資訊教育訓練於全國各縣（市）立圖書館及文化局共

計辦理43場次，參與研習人數達1,653人次；藉由培訓公共圖書館館員

具備資訊網路技能、資料庫檢索技能及各線上資訊資源的檢索與應用

能力的資訊素養，能進一步指導民眾利用當地公共圖書館所提供的硬

軟體設備，獲取生活上所需知識。

2.公共圖書館資訊教育訓練

國立臺中圖書館辦理「縣市文化局（圖書館）資訊種子教師教育訓

練」，計辦理2梯次，培訓72名各縣市文化局（圖書館）資訊服務知

能。第2階段訓練活動，由各縣市辦理鄉鎮圖書館人員資訊教育訓

練，全國總計辦理41場次，參訓人數達1,552人。

3.推動全國閱讀人才培訓

（1）國立臺中圖書館辦理1場，以臺北市、高雄市立圖書館及各縣市

文化局（圖書館）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參加；另全國分10區委請鄉

鎮市區圖書館協辦10場次，94年度共計辦理11場次，培訓586人

次。

（2）透過專家學者的專題演講、閱讀活動規劃及分組實習操作與分

享，使圖書館從業人員洞察閱讀活動的過程，進而於各縣市推動

全民閱讀。

4.公共圖書館行銷管理人才培訓

（1）國立臺中圖書館辦理1場，以臺北市、高雄市立圖書館及各縣市

文化局（圖書館）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參加，另全國分10區委請

鄉鎮市區圖書館協辦10場次，年度共計辦理11場次，培訓575人

次。

（2）加強行銷理論及規劃能力的宣導，使圖書館館員深刻體認公共圖

書館行銷的重要性，經營上利用策劃與行銷的知識與技能，使圖

書館利用發揮最大效益。

5.推展全民閱讀風氣，結合縣市及鄉鎮圖書館資源，推動閱讀相關活

動，將閱讀習慣生動帶入社區暨民眾生活中，藉由辦理「銀髮族親善

閱讀師資人才培訓」、「女性推動閱讀人才培訓」及「推動社區閱讀



第三次全國圖書館會議辦理情形紀要

138

第
四
議
題�

圖
書
館
教
育

139

領導人才培訓」等研習，提升全民閱讀技巧及氛圍，達到閱讀學習好

習慣。於全國總計辦理8場次，559人參加。

6.國家圖書館「圖書館事業發展三年計畫」：圖書館利用與資訊素養教

育子計畫，自91年至93年，繼續教育相關活動計畫成果，包括（1）

開辦30場次以圖書館從業人員為對象之圖書館專業研習會；（2）開

辦三門遠距教學課程「中小學圖書館經營實務」、「鄉鎮圖書館經營

與管理實務」、「閱讀的方法」，共計30個單元，置放於國家圖書館

「遠距學園」教學網站，對外開放供館員自行上網隨時學習；（3）

委請臺北縣政府辦理「圖書館利用與資訊教育種子培訓營」，另與中

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合辦「圖書

資訊專業人才人力培育」研討會；（4）結合各縣文化局辦理7場遠距

教學資源網路研習會，與在地鄉鎮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工作人員面授

研習及交流，共有650人參加。

7.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為促進圖書館人員專業知能，分區辦理

館員專業知能研習，聘請各分區指導委員做專業講座，每場研習均安

排觀摩一所大學或中學圖書館，以增進館員在空間營造及營運策略上

的學習及交流。94年度辦理7場研習，510人參加。

二、 「繼續教育課程內容的規劃與實施方式」方面

除了上述圖書館學會、各類型圖書館所規劃及舉辦的繼續教育活動外，近年

來，在教育部大力推動回流教育，加上資訊時代圖書館管理發生巨大變革，擴大了

圖書館員對於在職教育迫切的需求。國內師大、師大（研）、臺大、輔大、淡大、

世新、政大、玄奘、中興、交大10所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為響應政府的提倡，以及

配合館員的需求積極辦理繼續教育活動。依據王梅玲對於我國圖書資訊學系所繼續

教育統計的結果，依學分制度可分為有學分的繼續教育與無學分的繼續教育。有學

分的繼續教育種類包括學分班、碩士在職專班與學士在職專班3種。無學分繼續教

育種類包括研討會、研習班、演講3種。自90年度迄98年度，參與這些系所辦理繼

續教育活動之人數，共25,618人，統計簡表如表2，詳細列表請參見各年度之《中華

民國圖書館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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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學年度：有學分的繼續教育種類，90學年度有師大、世新、政大3校提供4

班，共158人進修。無學分繼續教育種類，8校提供6種研習班，6種研討會，8場演

講，至少1,500人參加。

91學年度：有學分的繼續教育種類，91學年度有政大、中興提供4種5班，共

172人進修。無學分繼續教育種類，8校提供6種研習班，3種研討會，25場演講，至

少1,574人參加。

92學年度：有學分的繼續教育，92學年度有師大（研）、臺大、世新、政大、

中興5校提供有學分的在職教育3種、9班，353人進修。學分班有世新資訊傳播學分

班、政大學校圖書館專業人員學士學分班、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碩士學分班、中興圖

書資訊學碩士學分班。學士在職專班僅世新開設資訊傳播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碩

士在職專班有師大（研）的圖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專班和學校圖書館行政碩士在職專

班、臺大圖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專班、以及世新資訊傳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無學分繼續教育，8校提供9種研習班，7種研討會，44場演講，約有2,519人參

加。

93學年度：有學分的繼續教育，93學年度有師大、臺大、世新、政大、中興

5校提供有學分的在職教育3種、8班，398人進修。4個學分班包括：政大的學校圖

書館專業人員進修學士學分班、師大的數位教學設計師學分班、師大的學校圖書館

行政學分班、中興的圖書資訊學碩士學分班、以及世新的資傳學士學分班（隨班

附讀）。學士在職專班僅世新開設資訊傳播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1班。碩士在職專

班共2班，包括師大（研）圖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專班和學校圖書館行政碩士在職專

班、臺大圖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專班、以及世新資訊傳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無學分繼續教育，臺大、淡大、世新、玄奘、中興5校提供9種研討會，共900

人參加；8種研習班，共628人參加，61場演講，約1,720人參加，總計約有3,248人

表2：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繼續教育人數統計表

      年度

 種類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有學分 158 172 353 398 317 398 317 324 288

 無學分 1,500 1,574 2,519 3,248 2,519 3,248 2,529 2,414 3,342

 合計 1,658 1,746 2,872 3,646 2,836 3,646 2,846 2,738 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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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94學年度：有學分的繼續教育，94學年度有師大、臺大、世新、政大、中興5

校提供有學分的在職教育3種、11班，317人進修。4個學分班包括：師大學校圖書

館行政碩士學分班、世新資傳學士學分班（隨班附讀）、世新資傳碩士學分班（隨

班附讀）、政大圖書館專業人員進修學士學分班、玄奘圖書館專業人員學士學分班

與中興圖書資訊學碩士學分班。學士在職專班僅世新開設資訊傳播學系二年制在職

專班1班。碩士在職專班共4班，包括師大圖資所的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班、臺大圖

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專班、世新資訊傳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以及交大電機學院數位圖

書資訊碩士在職專班。

無學分繼續教育，臺大、淡大、世新、玄奘、中興、政大、輔大7校提供6種研

討會，共1,136人參加；5種研習班，共253人參加，42場演講，約1,040人參加，總

計約有2,519人參加。

95學年度：有學分的繼續教育，93學年度有師大、臺大、世新、政大、中興

5校提供有學分的在職教育3種、8班，398人進修。4個學分班包括：政大的學校圖

書館專業人員進修學士學分班、師大的數位教學設計師學分班、師大的學校圖書館

行政學分班、中興的圖書資訊學碩士學分班、以及世新的資傳學士學分班（隨班

附讀）。學士在職專班僅世新開設資訊傳播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1班。碩士在職專

班共2班，包括師大（研）圖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專班和學校圖書館行政碩士在職專

班、臺大圖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專班、以及世新資訊傳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無學分繼續教育，臺大、淡大、世新、玄奘、中興5校提供9種研討會，共900

人參加；8種研習班，共628人參加，61場演講，約1,720人參加，總計約有3,248人

參加。

96學年度：有學分的繼續教育，94學年度有師大、臺大、世新、政大、中興5

校提供有學分的在職教育3種、11班， 317人進修。6個學分班包括：師大學校圖書

館行政碩士學分班、世新資傳學士學分班（隨班附讀）、世新資傳碩士學分班（隨

班附讀）、政大圖書館專業人員進修學士學分班、玄奘圖書館專業人員學士學分班

與中興圖書資訊學碩士學分班。學士在職專班僅世新開設資訊傳播學系2年制在職

專班1班。碩士在職專班共4班，包括：師大圖資所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班、臺大圖

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專班、世新資訊傳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以及交大電機學院數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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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資訊碩士在職專班。

無學分繼續教育，臺大、淡大、世新、玄奘、中興、政大、輔大7校提供6種研

討會，共1,136人參加；7種研習班，共253人參加；42場演講，約1,040人參加；總

計約有2,519人參加。

97學年度：有學分的繼續教育，95學年度有師大、臺大、世新、政大、中興、

交大6校提供有學分的在職教育3種、11班， 324人進修。5個學分班包括：世新資傳

學士學分班（隨班附讀）、世新資傳碩士學分班（隨班附讀）、政大圖書館專業人

員進修學士學分班、中興圖書資訊學碩士學分班與交大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推廣

教育碩士學分班。學士在職專班僅世新開設資訊傳播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1班。碩

士在職專班共5班，包括師大圖資所的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班與學校圖書館行政碩

士學位班、臺大圖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專班、世新資訊傳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以及交

大電機學院數位圖書資訊碩士在職專班。

無學分繼續教育，臺大、政大、師大、淡大、世新3校提供4種研討會，共570

人參加；5種研習班，共259人參加；52場演講，約1,585人參加，總計約有2,414人

參加。

98學年度：有學分的繼續教育，96學年度有師大、臺大、輔大、淡大、世新、

政大、中興、交大8校提供有學分的在職教育3種、10班，288人進修。5個學分班包

括：世新資傳學士學分班（隨班附讀）、世新資傳碩士學分班（隨班附讀）、政大

圖書館專業人員進修學士學分班、中興圖書資訊學碩士學分班與交大資訊學院碩士

在職專班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學士在職專班僅世新開設資訊傳播學系二年制在職

專班1班。碩士在職專班共4班，包括師大圖資所的圖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學位班、臺

大圖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專班、世新資訊傳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以及交大電機學院數

位圖書資訊碩士在職專班。

無學分繼續教育，臺大、師大、輔大、政大、淡大、世新、交大、中興8校提

供7種研討會，共860人參加；7種研習班，共382人參加；124種演講，約2,100人參

加，總計約有3,342人參加。

上述由圖書資訊學系所規劃及實施的繼續教育課程成果，可以看出國內各圖書

資訊學系所積極配合且落實了第三次全國圖書館會議的決議事項如下，造福更多圖

書館員可自行選擇多種更優質、更方便的繼續教育內容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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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專業館員繼續教育的評估」方面

第三次全國圖書館會議在「專業館員繼續教育的評鑑」的決議事項中，在這6

年來的繼續教育活動中並未具體實施，說明如下：

（一）各種圖書館與資訊服務相關的研習班應實施課後評鑑，以作為下一年研

習班開授課程規劃與設計之依據。

實施現況：各研習班有些有做，有些班未做，缺乏一主管單位統一要求

與管理課後評鑑的資訊提報。

（二）為整體性、有系統與有效的規劃全國圖書館員的繼續教育，中國圖書館

學會與國家圖書館應定期進行圖書館員與資訊服務人員的需求與意見調

查。

實施現況：自民國89年以後迄今，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國家圖圖書館

並未從事全國或整體性圖書館員與資訊服務人員的需求調查，故對全國

的圖書館員繼續教育缺乏資訊。

（三）為幫助圖書館員與資訊人員規劃個人繼續教育，建議中國圖書館學會為

學員設計繼續教育學習卡，記錄每位圖書館員修習過的課程。並依圖書

館員的需求設計領域學程單元，由顧問指導其訂定個人繼續教育的目

標，以及針對領域學程單元幫助其決定修課的計畫。

實施現況：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並未執行。

（四）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與中國圖書館學會研訂各類型圖書館員知識與

技能清單，並據以檢討評估現行研習班開設的課程。

實施現況：2學會並未執行，但有一些學者專家從事相關研究，如楊美

華與謝寶煖教授研究過專門圖書館員與工商圖書館員的知識技能清單，

王梅玲教授研究過學術圖書館員知識技能清單，及專業人員資訊組織能

力清單。

【本案當前問題及解決方案研擬】

資訊社會的來臨，使得圖書館的服務與作業內涵不斷的改變，大量運用資訊

科技在作業上，並且重視資訊服務的提供。目前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每年開辦近十

種暑期研習班，各圖書資訊學系所與大型圖書館也舉辦研習課程。繼續教育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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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且主題豐富，包括研習班、短期課程、研討會、演講等。許多專業館員陸續

參加這些教育課程。然而，由於資訊科技進步神速，專業工作內涵不斷改變，館

員經常疑問如何有系統、有效率地規劃個人繼續專業發展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如何評估訓練的效果？接受過的教育課程的有效期間為何以及何

時應加補充？因之。繼續教育的實施應重視配合圖書館員與資訊人員需求進行評

鑑。繼續教育的評鑑，有助於需求的評估，缺點的診斷，課程的修訂，確實幫助專

業館員增進知識技能，以及經常保持其知識與技能配合圖書館與資訊服務的要求。

美國圖書館學會（ALA）在2000年11月17-19日舉行第二屆專業教育會議（2nd 

Congress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即以繼續教育為主題，規劃21世紀的繼續教

育。2001年的書面報告提出下列建議可為我國參考：（1）規劃與實施繼續專業發

展（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網站交換中心，涵蓋所有圖書館與資訊

科學專家，由教育單位共同參與，並配合圖書館員專業能力清單要求發展教學活

動；（2）成立專門委員會（ALA Committee on Research）研究與評估繼續專業發

展，分析這些發展機構與經濟影響，對實務問題提出解決之道，並匯集領導團隊

力量以提升圖書館員及資訊專業人員創新與發展能力；（3）尋求策略以整合專業

教育組織功能，包括認證、專業能力清單發展與繼續專業發展學程；（4）建立專

業發展團體溝通與合作機制，包括ALA與圖書資訊學校、評鑑團體等；（5）成立

ALA Office for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專門辦公室，領導建立以及評估

傳統遠距教育與活動。

數位時代圖書館員應不斷接受繼續專業教育，美國與英國是成功的模式，均由

其圖書館學會主導，召開相關研討會，建立繼續專業教育制度，以及成立主責單位

推動與督導。學習2國成功之道以及因應本國發展實況，建議成立教育部圖書館事

業委員會，並結合國家圖書館以及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共同推動圖書館員繼續教育與評鑑。建議如下：

（一）在國家圖書館成立圖書館員繼續教育推動委員會，負責規劃與輔導全國

圖書館員繼續教育。

（二）開全國圖書館員繼續專業教育研討會，以討論數位時代圖書館員繼續專

業教育制度、專業能力、圖書館員需求、專業資格、課程開設、教育評

鑑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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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種圖書館與資訊服務相關的研習班應實施課後評鑑，以作為下一年研

習班開授課程規劃與設計之依據。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教育委員會負

責收集與整合資訊，並提出年度報告。

（四）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國家圖書館應定期進行圖書館員與資訊服務人員

的需求與意見調查，以為整體性、有系統與有效的規劃全國圖書館員的

繼續教育。

（五）建議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為學員研究設計繼續教育學習卡，與現有的研

習班活動整合設計，以幫助圖書館員與資訊人員規劃個人繼續教育。記

錄每位圖書館員修習過的課程。並依圖書館員的需求設計領域學程單

元，由顧問指導其訂定個人繼續教育的目標，以及針對領域學程單元幫

助其決定修課的計畫。

（六）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研訂各類型圖書館員知

識與技能清單，與作過相關研究的學者專家合作研訂我國圖書館員專業

能力，並據以檢討評估現行研習班開設的課程。

（七）成立國內圖書館員繼續教育教學資源中心，便利館員透過此網站集中一

處查詢到實體或虛擬的網路教學課程或資源。

（八）建立臺灣的圖書館專業認證制度，認證制度由圖書館學會、圖書館學界

專家學者等共同研擬與策劃，制定認證的方式，例如時數的認定、課程

的認定等，以因應政府近年積極推動的數位學習認證之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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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學校圖書教師之培育與圖書資訊師之認證。

【決議】

一、高中圖書館主任培育之管道

（一）高中課程應開設「圖書（館）利用教育」或「資訊素養」等類似課程，

由高中圖書館主任講授。

（二）大學內之中等教育學程不得排除圖書館相關科系學生修習。

（三）有關中等學校之圖書館主任任用規定，應明確規範其專業資格之認定標

準。

（四）在未根本解決教師任用資格前，教育部中教司應與中國圖書館學會等相

關機構統一研擬高中圖書館主任之培育管道以及專業學分標準。

二、修改國民教育法與其施行細則，增設圖書館（室）主任

（一）修正原國民教育法第十條……國民中學及小學，應設圖書館或圖書室，

圖書館置主任及職員若干人，主任由校長遴選具圖書資訊專業知能之專

任教師聘兼之，職員由校長遴用。

（二）修正原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組

織……，增列「圖書館」或「教學媒體中心」，以提升圖書館位階。

三、中小學增設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程

（一）將資訊素養課程規劃為獨立的課程，內容比目前的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

更深入，至少應包括基本的圖書館技能、閱讀能力、電腦與網路應用、

各種媒體的利用規範等。

（二）在九年一貫的課程中，正式加入「閱讀指導」或「資訊素養」等課程。

（三）在高一的課程中，加入一節固定的「圖書館利用」或「網路資源利用」

課程。

（四）授課教師應由圖書資訊學系或相關科系畢業者擔任，但這些人員如何取

得教師資格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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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將資訊素養教育融入中小學現有課程，呼籲各科教師在其課程中主動增

加有關資訊素養的教學。

（六）教材由圖書館學者專家及教育專業人員共同籌劃，以符合中小學生的需

要。

（七）舉辦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提升教師的資訊素養，才能有效指導學生。

（八）公共圖書館員可與附近社區的中小學合作，推行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九）透過輔導、評鑑與獎勵的方式，鼓勵中小學推動讀書會活動。

四、研訂「圖書資訊師法」與建立圖書資訊專業人員證照制度

（一）由國家圖書館召集學術界、各類型圖書館、教育行政與文化行政機關代

表組織「圖書資訊師法草案」研擬小組，並於各地舉辦公聽會廣搜意

見，以凝聚圖書資訊界之共識。

（二）以圖書資訊界達成共識之「圖書資訊師法草案」，依立法程序推動立

法。

【現況】

一、「圖書館法」第十條：「圖書館置館長、主任或管理員，並得置專業人員辦理

前條所規定業務。」明白規定不論何種類型的圖書館皆需配置館長、主任或管

理員。再者，民國92年由教育部公布的「高級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即

依據「高級中學法」第十六條規定：「高級中學設圖書館，置主任一人，由校

長就具有專業知能之專業教師中聘兼之，或遴選具有專業知能然員擔任之。」

規定明白規範高級中學圖書館主任的專業知能需具有一項下列資格略以：

（一）具有國家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暨普通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暨普通考試之特

種考試等之圖書資訊管理類科（含圖書館類科）考試及格並取得任用資

格者。

（二）國內外大學院校圖書館本科系、所或相關學系、所畢業者。

（三）國內外大學畢業，並曾修習圖書館專門科目二十學分以上者。

（四）國內外大學畢業，並有圖書館專門學科論著經公開出版及曾任公立或經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之私立圖書館三年以上之專業工作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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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資格並持有圖書館科加科登記證明者。

為此，高級中學目前皆已依法設立圖書館並設置圖書館主任由教師專責

綜理圖書館業務。惟為提供符合前述圖書館專業知能的規定，各大學亦相繼

開辦圖書館專業人員在職學分班，例如：中山大學、政治大學、輔仁大學、

玄奘大學、逢甲大學等，協助此等教師取得圖書館專門科目二十學分；更甚

者，亦不乏有教師到臺灣師範大學或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在職專班進

修，取得碩士學位。

又，「高級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第六條亦規定「高級中學圖書

館主任、組長及職員應定期修習圖書資訊相關學科或參加相關課程研習」，

據此，在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的協助下，每年將圖書館研習列入工作

重點，舉凡網路讀書會、觀摩研習會，參與會議、訪問交流等，並發行電子

報提供最新資訊及經驗交流。除此以外，自民國91年起每年於全國各地輪流

舉行的全國高中圖書館工作會議是高中圖書館界的年度盛會，全國高中圖書

館主任利用二天的會議時間盡情討論工作議題並交流，對圖書館營運有相當

大的助益。

另外，高中圖書館主任允許由有圖書館專長的教師擔任，為取得教育學

分的圖書館科系畢業生開創另一個管道。而為落實師資培育多元化，教育部

自81學年度開始除12所師範校院外，核准一般大學設置中等教育學程並協調

師資培育機構設立學士後教育學分班，以充實教師來源，此等學程皆未對圖

書資訊學科的學生設限排除條款。

二、「國民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及「國民小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皆

規定需配置圖書館專業人員。其中，國民中學班級數在13班以下者置圖書館組

長或職員至少1人，13班以上者置圖書館組長及職員至少各1人，25班以上者則

置圖書館主任一人；國民小學應設組長或幹事1人，班級數在25班以上者得設

圖書館主任1人；以上二者皆由校長就具有專業知能之專任教師聘兼或遴選專

業人員擔任。惟依民國95年2月修訂的〈國民教育法〉並未提及設置圖書館或

圖書室的規定，更遑論明定圖書館人員。且囿限於政府財政因素，都會區的國

民中學及國民小學雖皆普遍設置圖書室，惟至今尚未普及設置圖書館組長或主

任，對國民教育的圖書館業務推動而言，確有難以發揮功能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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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年來，教育主管機關積極制定各種有關資訊素養的政策，圖書館輔導團及公

共圖書館推動各種圖書館利用課程與活動不遺餘力，政策與執行相互配合，對

於中小學生閱讀風氣的提升有莫大的助益。

（一）政策面

1.教育部在「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中力申發

展網路學習資源是計畫的重點，結合專家學者、中小學老師、業界、

社教館所及民間團體推動優質化學習內容建置與應用。

2.國民教育司制定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將網際網路

的認識與應用列為核心能力；以培養資訊溝通能力及資料蒐尋能力，

擴展各學習領域之學習為學習目標；學習內涵則包括網際網路的搜

尋，其他資源之資料搜尋，問題解決與規劃等。

3.中等教育司制定的「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科目『資訊科技概論』課程綱

要」中，將培養學生資訊擷取、應用與分析能力列為核心能力，將網

路資源的應用、資訊素養與倫理、問題解決列入教材綱要。

（二）執行面

1.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自83學年至92學年已有891,630人次的教師接受

資訊素養的培訓，此是推動中小學網路閱讀與生產能力的主要種子教

師。

2.教育部於94年起進行為期4年的「焦點三百：國民小學兒童閱讀推動

計畫」，並將計畫成果建置成「全國兒童閱讀網」。全國各縣市文化

局或公共圖書館普遍結合學校或地方資源舉辦兒童閱讀相關活動，如

說故事、讀書會等並邀請學校老師參與活動籌劃，且能配合學校老師

課程需求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設計學習單。

3.全國高中職圖書館輔導團及臺北市國中小資源輔導團為了強化閱讀推

廣活動及各校圖書館利用教育，舉辦各種圖書館工作人員研習積極推

展圖書館教育，並進行各圖書館訪視交流經驗。

4.各縣市政府更是積極推動閱讀運動，例如臺北市政府的國民小學推動

兒童深耕閱讀4年計畫；宜蘭縣政府分別於民國90年及91年辦理兒童

閱讀博覽會，緊接著於93年進行為期長達6年的閱讀深耕計畫。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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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風潮下，企業界亦不落人後，由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於93年發起的

「希望閱讀專案」，連續3年協助100所偏遠小學校長老師於校內推廣

閱讀，總計已累積贈送30,000本兒童優良讀物、號召113隊大學志工

赴小學服務超過1萬小時、並培訓600名閱讀種子教師與志工，成績斐

然。

【本案當前問題及解決方案研擬】

一、落實中小學圖書館專業人員的設置法源

雖於〈國民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及〈國民小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

準〉皆規定需配置圖書館專業人員，惟國民中小學的設置母法卻未將圖書館（室）

與圖書館管理人員的設立列入條款中，因無法源強制，致對國中小學圖書資訊利用

的推廣成效，影響甚巨。職是之故，早日修訂國民中學法及國民小學法中有關圖書

館相關條款已刻不容緩。

二、積極推動圖書資訊師證照制度

雖師資培育法中並未排除圖書館科系學生修習教育學程，惟後續為取得教師資

格之路相當崎嶇，且並保障可取得任教機會，因此，仍無法解決圖書館科系畢業生

擔任高中圖書館主任的問題。再者，現任高中圖書館主任在取得專門科目二十學分

資格後，退休或調離圖書館者比比皆是，產生人力資源浪費的現象。為此，由中華

民國圖書館學會推動圖書資訊師證照資格並修訂相關法源中有關專業人員的資格認

定，方可解決管理階層人才荒的問題，維持圖書館營運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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