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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教育

前言

本文主要陳述民國99年1月至12月間我國

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發展現況，包括本年發生重

大事件與圖書資訊學教育統計。圖書資訊學教

育統計係配合學年度，以98學年度（98年8月

至99年7月）資料為主，筆者於民國100年5月

間對9所圖書資訊學系所寄發問卷，經統計分

析所得，感謝各系所的協助俾利完成本文。首

先回顧這一年間的重大事件，俾供瞭解我國圖

書資訊學教育最新發展，其次從大學部教育、

研究所碩士班教育、博士班教育三種學程，分

別析述其教師、學生、課程、行政支援及教學

設備統計資料。最後說明圖書資訊學系所辦理

繼續教育與數位教學現況。

本文以名稱或本質為「圖書資訊學」系

所為主要研究對象，我國目前有9所圖書資訊

學系所，包括大學部學程5系，含國立臺灣大

圖書資訊學教育

 ▓ 王梅玲

學圖書資訊學系（以下簡稱臺大）、私立輔

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以下簡稱輔大）、私

立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以下簡稱淡

大）、私立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以下簡稱

世新）、私立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以下

簡稱玄奘）。碩士班學程有8所，包括臺大、

輔大、淡大、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以下簡稱政大）、國立中興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中興）、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師大圖資

所）、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研究所，以及國立

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在職專班數位圖書資訊

組（以下簡稱交大）。博士班學程有臺大與師

大2所，有關9系所資料參見表43、臺灣地區圖

書資訊學系所基本資料表。98學年度全國9所

圖書資訊學系所共有專任老師67人，兼任老師

112人，學生1,787人，在職專班學生155人。

表43␀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基本資料表

 
系所名稱

 學校 系所成 系所隸 
提供學程 備註

  所在地 立年 屬學院  

臺大圖書資訊學系

世新資訊傳播學系

臺北市

臺北市

50年

53年

文學院

傳播學院

大學部／50年成立

碩士班／69年成立

博士班／78年成立

專科學校／53年成立至82年停辦

大學部／84年成立

三年制專科畢業生在職進修學程

／87年成立

碩士班／89年成立

專任教師12人，學生

342人

專任教師10人，學生

26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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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要

98學年度圖書資訊學教育有兩項重大突

破，首先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獲

得教育部核准開設博士班，為我國博士班教育

再添據點，並且提升我國檔案學教育博士班層

級。另一方面，則是教育部進行「圖書資訊學

應用」數位教材製作與推廣專案，促進遠距教

學和圖書資訊學的應用。所以圖書資訊學正規

教育不僅層級提高，並且也促進數位教學及

推廣資訊素養教育。回顧民國99年1月至12月

間，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教育有五項重要大

事：其一、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獲准設立博士班；其二、教育部推動「圖書資

訊學應用」數位教材製作與推廣專案計畫；其

三、國家圖書館舉行第四次全國圖書館會議；

其四、第十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研討會在南

京大學舉行；其五、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辦理

繼續教育活動。

一、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獲

准設立博士班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獲得

教育部核准，於民國100年成立博士班，招收

博士生3人，主要培育圖書資訊服務、檔案管

理與文件管理的專業師資與研究人才。該所不

僅是我國第三所圖書資訊學博士班，也提升我

國檔案教育至博士班層級。該所課程目標為建

立學生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理論基礎；培養學生

精深之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能力；培育圖書

表43␀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基本資料表（續）

 
系所名稱

 學校 系所成 系所隸 
提供學程 備註

  所在地 立年 屬學院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

淡大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

政大圖書資訊與檔

案學研究所

玄奘圖書資訊學系

中興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

師大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

交大在職專班數位

圖書資訊組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

淡水區

臺北市

新竹市

臺中市

臺北市

新竹市

59年

60年

85年

87年

88年

91年

91年

教育學院

文學院

文學院

資訊傳播

學院

文學院

教育學院

電機資訊

學院

大學部／59年成立

夜間部／59年成立

碩士班／83年成立

大學部／60年成立

碩士班／80年成立

碩士班／85年成立

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99年成立

博士班/100年成立

大學部／87年成立

碩士班／88年成立

碩士班／91年成立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99年成立

碩士在職專班／91年成立

民國99年從文學院改入

教育學院；專任教師11

人，學生555人

原名教育資料科學系

所，自89學年度改為現

名；專任教師10人，學

生308人

專任教師6人，學生33

人，在職專班學生22人

92學年度改制大學

專任教師 5 人，學生

121人 

專任教師5人，學生37

人

專任教師7人，學生62

人，在職專班學生66人

專任教師1人，在職專

班學生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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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的專業師資與研究人才；培育檔案管

理與文件管理的專業師資與研究人才。該所博

士班畢業條件要求，博士生至少須修滿30學分

（含必修課程6學分，選修課程21學分，個別

研究課程3學分），通過資格考試以及完成與

通過博士論文。

該所課程設計大分為四大領域，包含：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理論與研究、檔案管理與服

務、圖書資訊管理與服務以及數位科技應用。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理論與研究領域課程包括：

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檔案學理論專題；質化

研究；高等統計學；國際檔案學；圖書資訊與

檔案發展史；專業與人力資源發展；資訊計量

學；國際與比較圖書資訊學教育。檔案管理與

服務領域課程包括：民國檔案專題；電子文件

管理專題；文書學研究；檔案維護學；檔案讀

者服務；檔案選擇與鑑定研究；檔案編排與描

述；檔案館管理專題。圖書資訊管理與服務領

域課程包括：知識組織專題；資訊行為；資訊

倫理研究；資訊政策研究；資訊素養教育研

討；資訊社會理論；數位資源使用與評鑑；

資訊使用與圖書館評鑑；資訊服務機構管理

研討；數位館藏發展與管理；學術圖書館專

題；公共圖書館專題。數位科技應用領域課程

包括：數位圖書館/數位典藏專題；智慧財產

管理；數位內容產製專題；數位學習專題；資

料探勘技術與應用；與網路資訊儲存與檢索。

（註1）

二、教育部推動「圖書資訊學應用」數位

教材製作與推廣專案計畫

教育部電算中心為發展數位教育與網路

學習，提出「大專校院通識課程圖書資訊應用

數位教材開發及課程實施計畫」，用以改善大

專通識教育課程，並加強高等教育師生數位學

習能力。第一期由旭聯科技與政治大學圖書資

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楊美華、教授王梅玲、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謝寶煖、世新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教授莊道明共同設計製作數位課

程教材，共建置5大主題18單元的教材，建構

學習者篩選有用資訊與利用傳播資訊的多媒體

課程。第二期為「教育部大專校院通識課程

『圖書資訊應用』數位教材推廣及教學應用計

畫」，由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吳美

美教授結合各校9位教師團隊，擴大推廣應用

服務，期望將優質的數位教材推廣給各大專院

校的教師利用，實際將此套課程教材融入到各

教師的課程中。（註2）

此計畫主要分成四大部分：種子教師團

隊、遠距課程教學、數位教材製作、和研習推

廣活動。種子教師團隊特色在於10位具教學經

驗的種子教師，每位教師每一學期至少應用6

個數位教材單元於教學課程中，並進行行動研

究。遠距課程教學方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

景文科技大學兩校於99學年第一學期開設兩門

兩學分遠距教學課程，利用同步與非同步教學

平臺進行授課，並於課程結束後申請課程認

證。數位教材製作方面，在第一期「圖書資訊

應用」單元內容的基礎之上，提出合計為兩小

時，共4個議題的專題導向學習數位教材，議

題單元分別為：探索學習和深度閱讀、了解資

源和應用資源、寫作與表達及合作學習。研習

推廣活動方面，在臺灣師範大學辦理兩場大專

教師專業工作坊，並於民國99年12月舉辦社群

團隊教師交流分享討論會暨學生圖書資訊應用

競賽。民國99年11月5日舉辦數位教材聯合推

廣說明會。（註3）

三、國家圖書館舉行第四次全國圖書館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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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國圖書館會議於民國99年12月

28日至29日在國家圖書館召開，於，主辦單位

為教育部，承辦單位為國家圖書館，合辦單位

為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邀請考試委員及銓敘

部代表、政府主管機關代表、教育界相關人

士、資訊界相關人士、圖書館人員、出版業界

代表、2010圖書館論壇之主持人和與談人、圖

書資訊學系所教師與學生代表，共約300人參

與。此次會議旨在結合政府機關、圖書館教育

工作者、資訊界人士及圖書館從業人員，共同

檢討當前圖書館事業所面臨的困境與諸多挑

戰，並配合國家建設、社會需要，前瞻未來十

年發展之趨勢，研擬全國圖書館事業中長程發

展計畫，以供決策單位採行實施，並作為全國

圖書館努力之準則。（註4）

本次會議中心以民主、品格、創新、卓

越、合作為五大主軸，針對未來社會、科技、

教育、學術研究、國際情勢等諸多層面的發

展，分別研提「法治與組織」、「閱讀環境與

資訊素養」、「數位化與圖書館發展」、「學

術傳播與國家競爭力」、「國際合作與兩岸交

流」五大議題進行探討。12月28日第一天進行

分組討論，涵括法治及組織、閱讀環境與資訊

素養、學術傳播與國家競爭力三個議題，最後

各組召集人報告分組討論結果。12月29日第二

天進行兩場次討論，包括數位化與圖書館發展

及國際合作與兩岸交流，分組結論報告與綜合

座談。歷經兩日的分組研討，獲得豐碩的49項

結論。（註5）

四、第十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研討會在

南京大學舉行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與大陸的南京

大學信息管理系合辦第十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

學學術研討會，於民國99年7月5日至6日在南

京大學大學召開。海峽兩岸30餘所圖書資訊學

與信息管理學校100餘位學者專家參加本次會

議。該研討會的宗旨是為促進海峽兩岸圖書資

訊學界的交流與合作。這次會議的主題包含圖

書資訊學教育歷史研究、圖書資訊學教學研

究、圖書資訊學理論研究、圖書資訊實務研究

和新科技應用與網路服務議題。

7月5日第一天探討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圖

書館事業發展相關議題，有6場大會特邀報

告、19場大會專題報告以及海峽兩岸圖書資訊

學青年論壇，3個場次包括圖書資訊學的綜論

與發展、圖書資訊學的理論與實踐、圖書資

訊領域的新興技術應用。7月6日上午分組報

告，分為4個會場：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系主

任聯席交流會、圖書資訊學的歷史進程與教育

發展、圖書資訊學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以及圖書

資訊學領域的技術應用，並於當天下午進行閉

幕式。該研討會傳承累積歷屆研討會的理論與

經驗，與會專家熱烈討論，獲致豐富的成果。

（註6）

五、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辦理繼續教育活

動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為促進圖書館人員

繼續教育，於民國99年委託各圖書資訊學系所

與圖書館相關單位，為圖書館在職人員在暑期

舉辦15場研習班，主題多元豐富，配合數位時

代館員的需要，共有636位學員參加。15場研

習班包括：（1）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於

民國99年7月5日至7月9日主辦「圖書資訊學基

礎研習班」，33人參加；（2）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於民國99年7月12日

至7月16日主辦「校史館（室）規劃與管理研

習班」，59人參加；（3）淡江大學資訊與圖

書館學系於民國99年7月19日至7月23日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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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分析與專案管理研習班」，25人參加；

（4）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於民國99年7月

19日至7月23日主辦「法制與圖書館經營研習

班」，32人參加；（5）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

系於民國99年7月19日至7月23日主辦「影音多

媒體與推廣實務研習班」，49人參加；（6）

臺北市立圖書館於民國99年7月26日至7月30日

主辦「圖書館空間創意與建築規畫研習班」，

56人參加；（7）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於民國99年7月26日至7月30日主辦「數位趨勢

與圖書資訊創新服務」， 66人參加；（8）國

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暨圖書館於民國

99年7月26日至7月30日合辦「圖書館業務統計

與分析研習班」，40人參加；（9）國家圖書

館於民國99年8月2日至8月6日主辦「資訊組織

基礎班」，31人參加；（10）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館暨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於民國99年8

月2日至8月6日合辦「追求卓越：新世代圖書

館經營管理與績效評量」，34人參加；（11）

國家圖書館於民國99年8月10日至8月12日主辦

「資訊組織進階班：數位時代的資訊組織」，

36人參加；（12）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於

民國99年8月16日至8月20日主辦「圖書醫生培

訓班」，41人參加；（13）國立中山大學書與

資訊處於民國99年8月16日至8月20日主辦「雲

端運算與行動技術在圖書館服務的應用研習

班」，41人參加；（14）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

館學系於民國99年8月23日至8月27日主辦「數

位典藏與出版研習班」，23人參加；（15）國

立臺中圖書館與臺中市文化局於民國99年9月

13日至9月17日合辦「公共圖書館暨兒童圖書

館閱讀與圖書館利用教育研習班」，70人參

加。（註7）

大學部教育統計

我國提供大學部學程的圖書資訊學校目

前有5校，包括：臺大、輔大、淡大、世新與

玄奘，以下就教師、學生、課程、行政支援與

教學設備等基本統計提出報告。本文為蒐集臺

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現況資料，於民國100

年5月間向各圖書資訊學系進行問卷調查，問

卷內容包括各系所基本資料、系所概介、課程

資料、在校學生人數、畢業生人數、教師人

數、行政經費、教學設備、推廣進修、學術活

動、與研究活動等項目。調查填寫之統計資料

以98學年度（民國98年8月至99年7月止）為標

準時間，畢業生統計至99年7月為止。以下就

教師、學生、課程、與行政支援與教學設備研

析5校現況資料，並與97學年度統計比較，以

了解每年異動情形。

一、教師

各校教師除支援大學部教學研究之外，

也須支應研究所課程，很難區分大學部與研究

所的師資，故一併計入。本（98）學年度臺灣

5所圖書資訊學大學部專兼任教師共有130人

（含專任48人、兼任82人）。詳見表44臺灣地

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近兩年專任教師員額統

計表、表45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現有

（98學年）專任教師員額統計表、表46臺灣地

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近兩年專任教師博士學

位背景統計表、表47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

學部現有（98學年）專任教師博士學位背景統

計表、表48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近兩

年兼任教師員額統計表、表49臺灣地區圖書資

訊學系大學部現有（98學年）兼任教師員額統

計表。

在專任教師方面，98學年度5校男性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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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3人、女性教師為25人，共48人，較97學年

度45人多3人。教師數以臺大最多，有12人。

博士學位之專任教師有38人，占全部專任教

師之79%，較去年多，其背景來自多種領域：

圖書資訊學科18人，電腦或資訊學科7人，管

理學科3人，教育或教學科技學科5人，傳播1

人，其他領域4人。具博士學位專任教師以臺

大最多12人，佔全系專任教師100%。

在兼任教師方面，男性55人、女性27

人，共82人，較97學年度81人為多，以輔大最

多，33人，係因含日夜間部之故，其次是世新

30人。具博士學位兼任教師有29人，占全部

兼任教師之35%。兼任博士教師以輔大17人最

多。

表44␀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近2年專任教師員額統計表

 學年度 學校數 男 女 合計 平均每校教員數 具博士學位教師
 博士教師占全系

        專任教師比例

 98 5 23 25 48 9.6 38 79%

 97 5 23 22 45 9 35 78%

表45␀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現有（98學年）專任教師員額統計表

 學校名稱 男 女 合計 具博士學位教師
 博士教師占全系 

提供的學程
      專任教師比例

臺大 6 6 12 12 100% 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 

輔大（含日、夜間部） 6 5 11 8 72% 大學部／碩士班 

淡大 3 7 10 6 60% 大學部／碩士班

世新
 6 4 10 9 90% 大學部／碩士班／二年制 

      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

玄奘 2 3 5 3 60% 大學部

合計 23 25 48 38 79% 

表46␀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近2年專任教師博士學位背景統計表

 
學年度 學校數 圖書資訊

 教育／ 電腦／ 
傳播 管理 其他 小計

    教學科技 資訊    

98 5 18 5 7 1 3 4 38

97 5 19 4 7 0 2 3 35

表47␀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現有（98學年）專任教師博士學位背景統計表

 
學校名稱 圖書資訊

 教育／ 電腦／ 
傳播 管理 其他 小計

   教學科技 資訊    

臺大 6 3 2 0 1 0 12

輔大（含日、夜間部） 3 1 2 0 2 0 8 

淡大 4 0 1 0 0 1 6

世新 4 0 2 1 0 2 9

玄奘 1 1 0 0 0 1 3

合計 18 5 7 1 3 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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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

臺灣地區5所圖書資訊學校現有大學部學

生（以98學年度為準），共有1,338人，較97

學年度1,342人減少4人。其中男生419人，佔

31%，女生919人，佔69%，以女生為多。各

校以輔大日夜間部共491人居首位，其次是淡

大學生262人，玄奘最少，僅121人。詳見表50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近兩年學生數額

統計表（依性別）、表51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

系大學部現有（98學年）學生數額統計表（依

性別）、表52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現

有（98學年）學生數額統計表（依年級）。

大學部畢業生方面，98學年度畢業生有

294人，較97學年度多14人，至98學年度（至

99年7月）為止，累計共有11,674人，以輔大

畢業生人數最多，日夜間部共4,333人；玄奘

最少，有331位畢業生。全部男生2,423人，佔

21%，女生9,251人，佔79%，詳表53臺灣地區

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畢業生累積數額統計表。

表48␀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近2年兼任教師員額統計表

 學年度 學校數 男 女 合計 具博士學位教師 博士教師占全系兼任教師比例

 98 5 55 27 82 29 35%

 97 5 49 32 81 28 35%

表49␀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現有（98學年）兼任教師員額統計表

 學校名稱 男 女 合計 具博士學位教師 博士教師占全系兼任教師比例

臺大 5 4 9 6 60%

輔大（含日、夜間部） 18 15 33 17 51%

淡大 8 2 10 2 20%

世新 24 6 30 4 13%

玄奘 0 0 0 0 0%

合計 55 27 82 29 35%

表50␀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近2年學生數額統計表（依性別）

 學年度 學校數 男生 女生 合計

 98 5 419（31%） 919（69%） 1,338

 97 5 422（31％） 920（69%） 1,342

表51␀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現有（98學年）學生數額統計表（依性別）

 學校名稱 男生 女生 合計

臺大 43 182  225

輔大（日） 74  176 250

輔大（夜） 75 166 241

淡大 80 182 262

世新 112 127 239

玄奘 35 86 121

合計 419 919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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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

各學系課程設計自從教育部取消部定必

修科目之要求，由各學系自行訂定必修課程。

大體而言，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課

程結構包括：（1）各學院共同必修科目12-34

學分；（2）系定必修科目30-61學分不等；

（3）輔系外系副主修科目；（4）通識教育科

目。詳見表54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現

有（98學年）課程結構一覽表。

各校畢業學分數從128學分至139學分不

等，臺大、淡大要求139學分，世新要求134學

分，其餘2校要求128學分。本（98）學年度大

學部課程異動方面，詳見表55臺灣地區圖書資

訊學系大學部現有（98學年）必修課程異動一

覽表、表56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現有

（98學年）選修課程異動一覽表。本（98）學

年度大學部課程異動除玄奘大學外，其餘4校

皆有異動。

四、行政支援與教學設備

5校的行政支援與教學設備與該校提供的

學程種類與層級有密切關係。行政支援包括圖

書資料費、儀器設備費、業務費與其他經費

等。由於各校提供的學程種類不一，且行政經

費各子項經費編列基礎不同，難以比較。總體

而言，5校行政經費從184,600元至4,705,706元

不等，以玄奘最少。臺大由於增加頂尖大學計

畫經費，故經費大增。詳見表57臺灣地區圖書

資訊學系現有（98學年）行政經費一覽表。

在教學設備方面，從圖書資料館藏、實驗

表52␀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現有（98學年）學生數額統計表（依年級）

 學校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含以上 合計

臺大 53 56  53 63 225

輔大（日） 66 59 59 66 250

輔大（夜） 46 66 53 76 241

淡大 63 70 62 67 262

世新 55 63 60 61 239

玄奘 22 33 32 34 121

合計 305 347 319 367 1,338

表53␀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畢業生累積數額統計表

 學校名稱
 畢業屆數98學年度 

男生 女生 合計 備註
  （至99年7月止） 

臺大 46 281 1,883 2,164

輔大（日） 37 469 1,889 2,358

輔大（夜） 36 404 1,571 1,975

淡大 36 805 2,689 3,494

世新 15 215 411 626 不含二年制在職專班

玄奘 9 106 225 331

師大圖資組 52 143 583 726 97年停止招生

98學年累計  2,423 9,251 11,674

97學年累計  2,333 9,047 1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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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視聽設備、資訊設備、以及編目設備各項

分析，與97學年度相較，變化不大。臺大、輔

大、淡大3校有實習圖書室。在圖書資料館藏

項中，以臺大圖書資訊學系圖書室館藏最豐。

5校均有電腦與網路設備。在實驗室部分，目

前輔大、世新、玄奘分別設有實驗室，輔大設

有多媒體實驗室與資訊檢索實驗室兩間，世新

設有資訊檢索實驗室與訊息設計實驗室，玄奘

設有3D虛擬圖書館暨多媒體教室。除世新和輔

大外，其餘3校均有視聽設備；編目設備以臺

大較完備。此外，本次問卷調查也詢問是否設

有研究中心，但無一校設立。

表54␀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現有（98學年）課程結構一覽表 

 學校名稱 課程結構

  畢業最低139學分

 臺大 （1.各學院共同必修科目30學分；2.系定必修科目61學分；3.系訂選修科目28學分（含必選修「圖 

  書館統計學（3）」）；4.輔系或外系副主修科目20學分）。 

 
輔大

  畢業最低128學分

  （日間部規定1.全人教育課程32學分；2.系訂必修56學分；3.系訂選修科目40學分）。

  畢業最低139學分

 淡大 （1.必修90學分：學校共同必修31學分、系訂必修59學分；2.選修49學分：系開選修20學分、校開 

  其他選修29學分）

 
世新

 畢業最低134學分

  （1.通識課程12學分；2.必修87學分；3.選修35學分）

  畢業最低128學分

 玄奘 （1.全校共同規定：通識課程30學分；2.本系專業必修33學分，模組課程35學分；3.學程修習規定 

  ：至少需修習30學分 ）

表55␀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現有（98學年）必修課程異動一覽表

 學校名稱 課程刪除 課程增加

 臺大 無 無

 輔大 目錄學 無

 淡大 無 無

 世新 資訊機構管理；網頁內容設計 資訊傳播機構管理；網頁設計

 玄奘 無 無

表56␀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現有（98學年）選修課程異動一覽表

 學校名稱 課程刪除 課程增加

 臺大

 

 
輔大

無

搜尋引擎；

影視圖書館；

資料庫檢索實務

圖書館利用教育設計

資訊素養；

資料蒐集與報告寫作；

圖書館推廣與行銷；

書目學理論與實務；

學術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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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教育統計

我國98學年度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有8校：

臺大、輔大、淡大、政大、中興、世新、師大

與交大，均提供碩士班；博士班有2校：臺大

與師大。另外，由於碩士在職專班發展蓬勃，

本年鑑將在職專班列入碩士班教育統計。碩士

在職專班有4校提供：臺灣師大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政大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數位學習在職專班、世新資訊傳播學系碩

表56␀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現有（98學年）選修課程異動一覽表（續）

 學校名稱 課程刪除 課程增加

 

 輔大

 
淡大

 世新

 玄奘

檔案學概論；

兒童圖書館；

出版與書業；

中國大陸圖書資訊學

無

無

自由軟體桌面；

檔案管理；

兒童與青少年讀物；

3D電腦動畫設計與應用；

兒童圖書館；

互動式媒體設計；

圖書館建築與空間規劃；

服務規劃與品質管理

出版傳播與書業；

創新出版產業概論；

資訊架構概論；

企業資訊服務；

智慧財產權專題；

數位檔案管理

資訊傳播機構實習

無

表57␀我國圖書資訊學系現有（98學年）行政經費一覽表

 學校 圖書資 儀器設 
業務費 其他經費 合計 提供的學程 備註

 名稱 料費 備費

臺大 1,524,328  0 3,181,378 4,705,706 大學部／碩士班／ *1含邁向頂大計

 （32.39%）*1  （67.61%）*1 （100%） 博士班 畫經費

輔大 617,359 331,000 832,440 36,214 1,817,013 大學部（日間部） 另有研究計畫費

 （33.9%）  （18.2%） （45.8%） （1.92%） （100%） ／碩士班／進修部 1,107,000元

淡大 1,100,150 1,117,000 420,000 1,274,000 3,911,150  大學部/碩士班 

 （28%） （28%） （10%） （34%） （100%） 大學部／碩士班／ 

世新 0 347,000 265,637 350,000 962,637 二年制在職專班 另有研究計畫費

 （36%） （27.75%） （36%） （100%）   35,767,841元

玄奘 54,000 0 130,600 0 184,600 大學部   

 （29%）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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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職專班與交大數位圖書資訊碩士在職專

班。本節主要報告碩士教育相關統計。有關8

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基本資料，詳見表

43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基本資料表。

本文為蒐集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現況資料，於民國100年5月間向各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各系所基

本資料、系所概介、課程資料、在校學生人

數、畢業生人數、教師人數、行政經費、教學

設備、推廣進修、學術活動、與研究活動等項

目。調查填寫之統計資料以98學年度（98年8

月至99年7月）為標準時間，畢業生統計至99

年7月為止。以下就教師、學生、課程、與行

政支援與教學設備分析8校現況資料，並與過

去比較，以了解每年異動情形。

一、教師

臺大、輔大、淡大、世新均提供大學部

兼碩士班，二學程之師資無法分計，故本節教

師仍以全系所採計。交大數位圖書資訊組屬於

在職專班的分組，故教師人數以專屬於該組的

教師計算，其他教師不列入計算。臺灣地區目

前8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專兼任教師共174人

（含專任62人，兼任112人），較97學年度增

加5人。詳見表58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近兩年專任教師員額統計表、表59臺灣地區圖

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98學年）專任教師員額

統計表、表60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近兩

年專任教師博士學位背景統計表、表61臺灣地

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98學年）專任教師

博士學位背景統計表。

碩士班專任教師共62人，較去年增加3

人，以女性居多，共34人，男性28人。8校以

臺大、輔大、淡大與世新教師員額較多，各有

10至12人，具博士學位專任教師有54人，占

全部專任教師之87%，其背景來自多種領域：

圖書資訊學科28人，其次為電腦或資訊學科

13人，管理學科有4人，教育或教學科技學科

4人，傳播學科2人，其他領域有3人。具博士

專任教師以臺大最多12人，佔全系專任教師

100%。政大、師大、交大、中興的專任教師

均有博士學位。

碩士班兼任教師共112人，較去年增加1

人，以男性居多71人，女性41人。8校以輔大

最多33人（係大學部含日夜間部），其次是

世新與師大圖資所分別有30人和20人。具博

士學位兼任教師有54人，占全部兼任教師之

48.2%。具博士兼任教師以師大最多，18人。

詳見表62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近二兩年

兼任教師員額統計表、表63臺灣地區圖書資訊

學碩士班現有（98學年）兼任教師員額統計

表。

表58␀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近2年專任教師員額統計表

 學年度 學校數 男 女 合計 平均每校教員數 具博士學位教師
 博士教師占全系

        專任教師比例

 98 8 28 34 62 7.75 54 87%

 97 8 28 31 59 7.25 51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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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9␀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98學年）專任教師員額統計表

 
學校

 男 女 合計 
具博士學位 博士教師占全系 

提供的學程
 名稱    教師 專任教師比例

 臺大 6 6 12 12 100% 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

 輔大 6 5 11 8 72% 大學部／碩士班 

 淡大 3 7 10 6 60% 大學部／碩士班

 政大 2 4 6 6 100% 碩士班／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中興 1 4 5 5 100% 碩士班

 世新 6 4 10 9 90% 大學部/碩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師大圖資所 3 4 7 7 100% 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交大 1 0 1 1 100% 碩士在職班數位圖書資訊組

 合計 28 34 62 54 87% 

表60␀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近2年專任教師博士學位背景統計表

 
學年度 學校數 圖書資訊

 教育／ 電腦／ 
傳播 管理 其他 小計

    教學科技 資訊    

98 8 28 4 13 2 4 3 54

97 8 30 4 11 0 4 2 51

表61␀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98學年）專任教師博士學位背景統計表

 
學校名稱 圖書資訊

 教育／ 電腦／ 
傳播 管理 其他 小計

   教學科技 資訊    

 臺大 6 3 2 0 1 0 12

 輔大 3 1 2 0 2 0 8

 淡大 4 0 1 0 0 1 6

 政大 5 0 1 0 0 0 6

 中興 4 0 1 0 0 0 5

 世新 4 0 2 1 0 2 9

 師大圖資所 2 0 4 1 0 0 7

 交大 0 0 0 0 1 0 1

合 計 28 4 13 2 4 3 54

表62␀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近2年兼任教師員額統計表

 學年度 學校數 男 女 合計 具博士學位教師 博士教師占全系兼任教師比例

 98 8 71 41 112 54 48.2%

 97 8 67 43 110 5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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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

8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在校學生共有363

人，較97學年度少15人，男生97人，女生262

人。碩士在職專班4校188人。全部碩士生與在

職班共計551人，其中男生171人、佔30%，女

生380人、佔70%，以女生居多。各校碩士班

以臺大學生93人居首位，其次是輔大64人，世

新最少，28人。詳見表64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

碩士班與在職專班學生累積數額統計表（依性

別）、表65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

（98學年）在校學生數額統計表（依性別）、

表66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98學

年）在校學生數額統計表（依年級）、表67臺

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專班現有（98學

年）學生數額統計表。

8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98學年度畢

業生128人，其中男生38人，佔30%， 女生90

人，佔70%，以女生居多。全部畢業生累計有

1,190人。各校以臺大323人居首位，其次是淡

大254人。詳見表68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

班畢業生累積數額統計表。

表63␀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98學年）兼任教師員額統計表

 學校名稱 男 女 合計 具博士學位教師 博士教師占全系兼任教師比例

 臺大 5 4 9 6 60%

 輔大 18 15 33 17 51%

 淡大 8 2 10 2 20%

 政大 2 3 5 4 80%

 中興 1 3 4 2 40%

 世新 24 6 30 4 13%

 師大圖資所 12 8 20 18 90%

 交大 1 0 1 1 100%

 合計 71 41 112 54 48.2%

表64␀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與在職專班學生累積數額統計表（依性別）

 學年度 學校數 男生 女生 合計

 98 8 171（30%） 380（70%） 551 

 97 8 173（33%） 348（67%） 521 

表65␀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98學年）在校學生數額統計表（依性別）

 學校名稱 男生 女生 合計 備註

 臺大  15 78 93

 輔大 26 38 64

 淡大 11 35 46

 政大 7 26 33 另有在職專班22人

 中興 4 33 37 

 世新 16 12 28 另有在職專班55人

 師大圖資所 19 43 62 另在職班2年招一次，本年度無招生

  合計 97 262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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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98學年）在校學生數額統計表（依年級）

 學校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含以上 合計

 臺大  20 23 50 93

 輔大 13 16 35 64

 淡大 13 12 21 46

 政大 14 14 5 33

 中興 11 10 16 37

 世新 10 10 8 28

 師大圖資所 20 21 21 62

  合計 101 106 156 363

表67␀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在職專班現有（98學年）學生數額統計表

 學校名稱 男生 女生 合計

 交大 24 21 45

 政大 10 12 22

 師大 9 57 66

 世新 30 25 55

  合計 73 115 188

表68␀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畢業生累積數額統計表

 學校名稱 畢業屆數（至98年7月止）    男生    女生     合計

 臺大  28 49 274 323

 輔大 18 59 132 191

 淡大 15 65 189 254

 政大 13 41 110 151

 中興 11 5 63 68

 世新 9 42 30 72

 師大圖資所 7 20 61 81

 交大 6 19 31 50

 98學年度累計  300 890 1,190

 97學年度累計  262 800 1,062

三、課程

8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畢業要求的學分不

等，從26學分到32學分不等，以30學生為普

遍，未含碩士論文0-6學分，以輔大甲乙丙三

組32學分最多，臺大、政大、中興、世新、師

大、交大30學分次之，淡大26學分最少，詳見

表69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98學

年）課程結構一覽表。

8校中以臺大、政大、中興對於大學部非

圖書資訊學科系之學生要求先修課程，以儘速

獲得本科核心知識，為進階研修奠下基礎。臺

大非圖書資訊學系畢業之研究生先修課程包括

參考資源與服務、資訊蒐集與組織、圖書資訊

學與實習4門課。政大要求補修：資訊徵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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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資訊資源與服務2門課。中興對於非圖

書資訊學科系畢業之學生，要求修習「讀者服

務研究」前應先修畢「參考資源與服務」；修

習「技術服務研究」前應先修畢「資訊蒐集與

組織」；修習「圖書資訊學研究」前應先修畢

「圖書資訊學導論」。交大規定畢業前必須修

2學期的專題研討和3學期的論文研究。

有關課程的變動，各校必修課程無異

動，選修課程方面，除世新外，其他7校選修

課程均有異動，且皆有增加課程。詳見表70臺

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98學年）必修

課程異動一覽表，表71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

士班現有（98學年）選修課程異動一覽表。

表69␀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98學年）課程結構一覽表

 學校名稱 課程結構

 
臺大

 畢業最低30學分（不包括碩士論文6學分）

  （1. 必修科目12學分；2.選修科目18學分）

  甲組 32學分（含論文0學分）：必修12學分、選修20學分

 輔大 乙組 32學分（含論文0學分）：必修16學分、選修16學分

  丙組 32學分（含論文0學分）：必修16學分、選修16學分

 
淡大

 畢業最低26學分

  （1. 必修科目4學分；2. 選修科目22學分）

 
政大

 畢業最低30學分（不含補修學分）

  （1. 必修科目9學分；2 . 選修科目21學分）

  畢業最低30學分（不包括碩士論文6學分）

 中興 （必修科目包括圖書資訊學研究；讀者服務研究；技術服務研究；研究方法。當代圖書館問題研討 

  為必選科目）

 
世新

 畢業最低30學分（不包括碩士論文3學分）

  （1.必修科目8學分；2.選修科目22學分）

  畢業最低30學分（不包括碩士論文0學分）

 
師大

 （1.必修科目6學分；2.選修科目24學分；3.碩士論文必修0學分）

 
圖資所

 畢業最低30學分

 
交大

 （1.選修24學分；2.必修0學分：2學期的專題研討0學分、6學分的論文研究（每學期2學分））

  （核心課程至少選修4門課，每門課程3學分，其餘為選修學分）

表70␀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98學年）必修課程異動一覽表

 學校名稱 課程刪除 課程增加

 臺大 無 無

 輔大 無 無

 淡大 無 無

 政大 無 無

 中興 無 無

 世新 無 無

 師大圖資所 無 無

 交大 無 無



中華民國一百年圖書館年鑑 

196

四、行政支援與教學設備

行政支援主要包括圖書資料費、儀器設

備費、業務費與其他經費等。由於多數學校有

大學部及研究所，行政經費很難分開，故本處

以全系所合計。臺大、輔大、淡大、世新均

有大學部與碩士班，政大、中興、交大、師

大有碩士班，臺大與師大還有博士班。由於8

校涵蓋的學程種類與層級不一，難以比較，交

大未提供資料。各校行政經費從521,041元至

4,705,706元不等，以臺大最多。詳見表72臺灣

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98學年）行政經

費一覽表。

教學設備包括圖書資料館藏、實驗室、

視聽設備、資訊設備、以及編目設備等，與97

學年度相較，變化不大。在圖書資料館藏項

中，以臺大圖書資訊學系圖書室館藏最豐。在

表71␀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98學年）選修課程異動一覽表

 學校名稱 課程刪除 課程增加

臺大

 

輔大

 

淡大

政大

中興

世新

師大

圖資所

交大

無

自由軟體與圖書館經營；

當代技術服務規範專題研討；

資訊檢索；

資料探勘

讀者服務；

技術服務；

數位資源管理；

兒童圖書館專題；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史專題；

資訊行為研究；

數位資訊保存研究；

質性研究

無

無

無

無

無

資訊搜尋與決策行為

圖書館與數位公民議題探討；

公版著作；

資訊計量與知識網路；

閱讀與圖書館；

各國公共圖書館事業研究；

學術評鑑；

古籍資源管理；

資訊傳播學；

國際數位合作專題研究；

資訊使用專題

科技文獻專題；

資訊組織研究；

公共資訊專題；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人機互動；

電子檔案管理；

檔案選擇與鑑定；

檔案管理學研究；

民國檔案專題

數位內容管理與系統建置

無

圖書資訊學導論；

社會網絡分析；

人資互動研究；

參考資源與服務

資訊架構；

圖書館資訊系統研究；

數位學習與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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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部分，輔大、政大、交大、師大、中

興、世新共設有實驗室，輔大設有多媒體實驗

室與資訊檢索實驗室，政大設有數位圖書館暨

數位學習實驗室，交大設有數位典藏暨數位圖

書資訊實驗室，師大設有資訊素養與數位學習

表72␀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現有（98學年）行政經費一覽表

 
學校名稱

 圖書 儀器 
業務費 其他經費 合計 提供的學程

 備註

  資料費 設備費     （研究計畫費入此）

 臺大 1,524,328 0 3,181,378 4,705,706 大學部／碩士班／ *1含邁向頂

  （32.39%）*1 （67.61%）*1 （100%）  博士班 大計畫經費

 輔大 617,359 331,000 832,440 36,214 1,817,013 大學部（日間部） 另有研究計畫費

  （33.9%） （18.2%） （45.8%） （1.92%） （100%） ／碩士班／進修部 1,435,000元

 淡大 1,100,150 1,117,000 420,000 1,274,000 3,911,150  大學部/碩士班  

  （28%） （28%） （10%） （34%） （100%）  

 政大 966,552  268,324 295,719 556,871 2,087,466 碩士班／在職專班 另有研究計畫費

  （46%） （12%） （14%） （28%） （100%）  24,892,437元

 師大 771,000  40,000 219,401 0 1,030,401 碩士班／在職班／

  （74%） （4%） （22%） （100%）  博士班 

 中興 62,784 436,001  14,326  7,930 521,041 碩士班 

  （12.05%） （83.68%） （2.75%） （1.52%） （100%）  

 世新 0 347,000 265,637 350,000 962,637 大學部／碩士班／ 另有研究計畫費

  （36%） （27.75%） （36%） （100%） 二年制在職專班 35,767,841元

 交大   未提供   碩士在職專班 

實驗室、數位典藏與數位出版實驗室，中興設

有圖書資訊學教學實驗室，以及世新設有資訊

檢索實驗室和訊息設計實驗室世新設有資。8

校均有電腦與網路設備。

博士班教育統計

臺灣地區98學年度有臺大與師大二校開

設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班。由於教師、行政

經費與教學設備資料已於大學部教育中探討，

不再贅述。臺大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班對於

畢業要求包括：（1）修業至少二年。（2）入

學後兩年內須修畢24學分（不含博士論文12學

分與第二外國文或高階研究方法），各科成

績均在70分以上，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及格。

（3）兩種方式擇一：（a）選修以前未曾修習

過之外國文一年，成績達70分以上或通過本校

所舉辦的第二外國文甄試。（b）選修高階研

究方法課程一年或兩學期，成績達70分以上。

（4）通過資格考試。（5）通過學位論文考

試。（6）入學後至取得學位前須發表中英文

論文各一篇於指定期刊。（7）通過博士論文

口試。非本科系畢業之學生須修習本系碩士班

所有必修與補修課程。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博士班畢業學

分合計28學分（必修6學分，不含先修科目、

博士論文）。選修課程大分6主軸：（1）圖書

資訊學理論與研究法；（2）資訊與知識組織

之原理與方法；（3）資訊使用者與資訊使用

之理論與方法；（4）資訊服務與機構管理；

（5）數位與網路科技；（6）知識產業與資訊

社會。第一屆博士班招收3人。

二校博士班現有學生27人，男生9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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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8人，以女生居多。臺大博士班已成立二十

屆，共有21位畢業生。其畢業生分別在圖書資

訊學系所、大學通識教育科任教、或圖書館界

服務。有關博士生依年級分析資料，詳見表73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近兩年博士班在校

生數額統計表（依性別）、表74臺灣地區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現有（98學年）博士班在校生數

額統計表（依年級）。

臺大博士班每年招生5名，師大博士班每

年招生3人，至98學年度為止有21人畢業。詳

見表75臺大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歷屆博士班畢業

生數額統計表。
圖書資訊學系所繼續教育與數位教學

數位時代圖書館管理有許多創新與變

革，擴大了圖書館員專業繼續教育迫切的需

求。國內9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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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分制度可分為有學分的繼續教育與無

學分的繼續教育。網路教學盛行，圖書資訊學

系所也相繼開設數位學習課程。

有學分的繼續教育包括學分班與學士在

職專班兩類，碩士在職專班列入碩士班教育統

計。98學年度有輔大、世新、政大、交大4校

提供有學分的在職教育5班，共114位學員參

加。5個學分班包括：世新資訊傳播學系二年

制在職專班、政大圖書館專業人員進修學士學

分班、圖書館領導人才菁英班、交大資訊學院

碩士在職專班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詳見表76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有學分繼續教育統計

表，表77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有學分繼續

教育人數統計表。

無學分繼續教育包括研討會、研習班、

演講。臺大、師大、輔大、政大、世新、中

興、淡江、玄奘8校提供9種研討會，1,258

人參加；10種研習班，共442人參加；93場

演講，因各校未提供實際參加人數，估計約

表73␀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近2年博士班在校學

生數額統計表（依性別）

 學校名稱 男生 女生 合計

臺大 7 17 24

師大 2 1 3

合計 9 18 27

表74␀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近2年博士班在校生

數額統計表（依年級）

 
學校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合計

    含以上 

臺大 2 6 16 24

師大 3 0 0 3

合計 5 6 16 27

表75␀臺大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歷屆博士班畢業生

數額統計表

 學年 畢業學生數

 83 1

 84 2

 85 1

 86 0

 87 0

 88 0

 89 1

 90 2

 91 3

 學年 畢業學生數

 92 2

 93 1

 94 1

 95 0

 96 3

 97 3

 98 1

 合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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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0人參加，總計約有7,000人參加，詳見表

78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無學分繼續教育統

計表（依學校），表79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

所無學分繼續教育人數統計表。

表76␀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有學分繼續教育統計表（依學校）

 學校 學分班 學士在職專班 其他

 
輔大

 新北市中等以上學校圖書館專業人員進  
無 無

  修學分班

 世新  無 資訊傳播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  無

 
政大

 圖書館專業人員進修學士學分班；  
無 無

  圖書館領導人才菁英班  

 
交大

 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推廣教育碩士學  
無 無

  分班

表77␀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有學分繼續教育人數統計表

 種類 名稱 辦理次數 期長
 98學年度

     參加人數

 學分班 輔大新北市中等以上學校圖書館專業人員  暑期 18人

  進修學分班

 學分班 政大圖書館專業人員進修學士學分班 第9期 一學年 24人

 學分班 政大圖書館領導人才菁英班 第4期 36小時 28人

 學分班 交大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推廣教育碩士 各課程一期 一學期 2人

  學分班

 學士在職專班 世新資訊傳播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 1 二學年 42人

   合計   114人

有關數位教學，有二所圖書資訊學系所

提供，為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與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參見下表。98學年度

數位教學有非同步網路教學與網路輔助學習

課程兩種，未提供同步網路教學。非同步網

路教學開設10門課，203位學生選修，包括政

大的研究方法、圖書資訊學、圖書資訊學研

討、知識組織與資訊取用、學校圖書館管理5

門課程，130位學生；世新大學開設數位典藏

專題、數位資料庫製作、網站企劃、資訊使

用專題、質化研究5門課程，73位學生。在網

路輔助學習課程方面，政治大學開設15門課，

206位學生。98學年度圖書資訊學系所的數位

教學共開設25門課程，409位學生選修，參見

表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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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8␀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無學分繼續教育統計表（依學校）

 學校 研討會 短期研習班 演講 其他

師大

臺大

輔大

淡大

世新

政大

玄奘

中興

1.閱讀知能與閱讀指導系列講

座

2.New Frontiers i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Citation 

Analysis Speaker

1.資訊組織研究之未來發展國

際研討會

2.亞太資訊學校數位圖書館研

究論壇

輔仁大學2011圖書館與資訊社

會」研討會

無

2010數位科技於圖書館資訊服

務之應用研討會

1.共引分析與研究前鋒學術研

討會

2.圖書館、博物館與檔案館資

源整合與分享研討會

無

社會變遷與圖書館服務研討會

1.2009 IFLA國際圖書館年會參

訪經驗分享會

2.數位內容與創新教學概論期

中成果發表

3.所友座談會

4.資料數位化與加值應用設計

期末專題展示

5.研究生海外學習心得分享會

6.數位內容與創新教學應用概

論期末發表會

7.數位內容與創新教學應用專

業學程期末成果展

1.博碩士生交流工作坊

2.教學與研究成果交流工作坊

3.交流座談會

無

第六屆文學院大學部學習成果

發表會

資訊傳播學系95級校內外畢業

展覽

無

社區服務

無

專題講座共

27場演講

專題講座共

1場演講

專題講座共

18場演講

無

專題講座共

19場演講

專題講座共

18場演講

專題講座共

5場演講

專題講座共

2場演講

1.教育部增置國民

中小學圖書館閱

讀推動教師教育

訓練

2.Workshop 

on Human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1.數位趨勢與圖書

資訊創新服務研

習班

無

1.數位攝影與影像

處理應用實務研

習班（基礎班）

2.數位內容產業分

析與專案管理研

習班

99年度「影音多媒

體與推廣實務研習

班」

1.檔案管理基礎班

2.檔案管理進階班

3.中華圖書資訊學

教育學會「校史

館（室）規劃與

管理研習班」

無

圖書館統計業務與

分析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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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9␀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無學分繼續教育人數統計表

 種類 名稱 辦理次數 期長 參加人數

研討會

研習班

演講

1.閱讀知能與閱讀指導系列講座

2.New Frontiers i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Citation 

Analysis Speaker

3.資訊組織研究之未來發展國際研討會

4.亞太資訊學校數位圖書館研究論壇

5.輔仁大學2011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討會

6.2010數位科技於圖書館資訊服務之應用研討會

7.共引分析與研究前鋒學術研討會

8.圖書館、博物館與檔案館資源整合與分享研討會

9.社會變遷與圖書館服務研討會

1.教育部增置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教育訓練

2.Workshop on Human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Speaker

3.數位趨勢與圖書資訊創新服務研習班

4.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應用實務研習班（基礎班）

5.數位內容產業分析與專案管理研習班

6.99年度「影音多媒體與推廣實務研習班」

7.檔案管理基礎班

8.檔案管理進階班

9.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99年度「校史館（室）規劃與管

理研習班」

10.99年度圖書館統計業務與分析研習班

專題演講共93場

合計

50人

50人

154人

80人

300人

100人

117人

337人

70人

小計1,258人

50人

50人

66人

50人

23人

50人

31人

23人

59人

90人

40人

小計442人

約5,300人

7,000人

5天

1天

2天

1天

1.5天

2天

半天

2天

2天

3天

1天

5天

5天

5天

5天

3個月

3個月

5天

  5天

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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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0␀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數位教育統計表

 種類 名稱 課程次數 期長 參加人數

同步網路教學

非同步網路教學

網路輔助學習課程

合計

無

（世新）數位典藏專題

（世新）數位資料庫製作

（世新）網站企劃

（世新）資訊使用專題

（世新）質化研究

（政大）研究方法

（政大）圖書資訊學

（政大）圖書資訊學研討

（政大）知識組織與資訊取用

（政大）學校圖書館管理 

（政大）資訊資源與服務

（政大）Metadata概論與設計

（政大）知識組織與資訊取用

（政大）資訊儲存與檢索

（政大）數位圖書館

（政大）臺灣人文數位典藏專題實作

（政大）讀者服務研究

（政大）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政大）圖書資訊學統計

（政大）公共圖書館研討

（政大）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

（政大）資訊徵集與組織

（政大）讀者服務研討

（政大）數位典藏加值與數位學習應用

（政大）數位學習專題

0

14人

11人

20人

16人

12人

22人

42人

22人

22人

22人

5人

16人

11人

10人

5人

7人

9人

22人

15人

5人

51人

4人

22人

20人

4人

409人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1

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1學期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5

註釋

註1.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政大圖檔
所博士班招生訊息〉，民國100年3月31日，上
網日期：2011年7月8日，網址：http://www2.lias.
nccu.edu.tw/news/news.php?Sn=156。

註2.教育部，〈計劃源起，教育部大專院校通識課程
「圖書資訊應用」數位教材推廣及教學應用計畫

網站〉，2010年，上網日期：2011年7月8日，網
址：http://lia.glis.ntnu.edu.tw/a-01.php。

註3.教育部，〈專案說明，教育部大專院校通識課程
「圖書資訊應用」數位教材推廣及教學應用計畫

網站〉，2010年，上網日期：2011年7月8日。網

址：http://lia.glis.ntnu.edu.tw/a-02.php。
註4.國家圖書館，〈會議計畫要點〉，《第四次全國
圖書館會議議事錄》（臺北市：國家圖書館，

2011年4月），頁5-7。
註5.曾淑賢，〈序〉，《第四次全國圖書館會議議事
錄》（臺北市：國家圖書館，2011年4月），頁
xi-xii。

註6.第十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編輯，
〈會議日程，第十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

討會會議手冊〉，2010年7月。 
註7.胡南星，〈大事記〉，《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
訊》155期（民國99年12月）：頁73-80。

政治大學（王梅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