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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圖書館館員的再定位 
 

黃雯琪 

 
圖書館存在於大學已有幾世紀之久，負責圖書資料之蒐集、組織及資訊之提

供。大學圖書館在許多文獻中被稱作為「大學的心臟」或「大學的頭腦」，(註 1)(註
2) 都被視作為不可或缺的機體，而充分顯示出其重要地位。楊美華在書中更指出大
學圖書館是大學世界的有形中心，所有知識、學術及文化之傳承，皆以此為主要憑

藉。(註 3)  它不但支援教師們的教學及研究，更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獲取知識及
資訊的主要來源。然而，在現代科技的衝擊之下，許多人開始思索與探討大學圖書

館的角色與功能，並重新思考大學圖書館員如何在此變遷下自我定位、安身立命。

本文即是就大學圖書館館員所面臨的時代背景，試圖對圖書館員的角色及使命再定

位，並希望能藉著角色功能的釐清，提昇大學圖書館員在大學裡的學術地位。 

 

一、大學圖書館館員的傳統角色 

圖書館館員在過去的角色呈現中，一直是很模糊不清的。Johnson在他的研究
中指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時，大部份的大學圖書館都沒有聘用專任的圖書

館員，當時圖書館員的地位似乎僅是很單純的資料的蒐集者及保存者而已。 (註 4)  
即使在重視學術研究發展的大學中，圖書館員在組織裡也沒有什麼地位。造成圖書

館員地位低落的主要的原因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1) 尚未建立起圖書館專業館員的形象。(註 5)   
  在美國的大學圖書館中專業館員(Professional Librarian)很受重視。有很多大學將圖
書館專業人員視同教學人員，授予與教員相同的等級。其實，大學圖書館館員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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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教師」或「職員」的爭議已經被討論了許多年。在美國圖書館協會及圖書館

從業人員的努力鼓吹奔走下，專業館員在學校中的「學術形象地位」(academic status)
已逐漸的被肯定及認同。也因為如此，許多文獻中都指出，此一賦予館員「學術地

位」的「福利」措施，大大的提昇了館員的士氣，使館員對工作的滿意度很明顯的

上升。 (註 6)  在台灣，由於大學的體制和行政系統都與美國都有很大的不同，要
建立圖書館專業館員的形象並不容易；再加上我國大學目前的教學方式多以教室為

中心，與圖書館教育的特性仍存有極大的差異性，(註 7) 因此圖書館員在學校的地
位一直難以提昇。 教授利用圖書館資源擴大教學效果上不普遍，圖書館服務無法與
教學活動相結合，則圖書館永遠都只是一個存放資料的倉庫而已。 
(2) 傳統刻板形象的影響。 
  在一般媒體與文學作品中，圖書館員的形象多為負面的。似乎圖書館員給人的印
象就是戴著金邊眼鏡，女性，而且不斷用冷酷的臉要求讀者安靜或是虎視眈眈的監

視著讀者的行為。(註 8)  雖然人們知道這是媒體為製造效果的誇張描述，但多少還
是影響了人們對圖書館員的印象，而間接的影響圖書館員在社會上的地位。除此之

外，一般人對圖書館員的工作並不瞭解，總以為圖書館員的工作是任何人都能勝任，

不需要任何專門的學術背景：“圖書館員之形象地位及地位之所以一直不甚理想，

是因其職責已被許多人刻板定位在管理圖書，翻書找資料，所從事的是不涉及知識，

不算什麼什麼學問的工作」。(註 9)  這種錯誤的形象使得圖書館員的專業地位受到
懷疑。 
(3) 缺乏推銷自己的能力與企圖心。 
  一般人多半不清楚圖書館員究竟在做些什麼，造成圖書館員在大學中的角色總是
模糊不清，地位難以提升。長期以來，圖書館員消極的躲在圖書館裡做著一成不變

的工作，鮮少有推銷自己，讓讀者釐清對圖書館員的錯誤印象的想法或行動。關念

嫻在他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圖書館員一般都只被定義在參考功能的想法上。在一般讀

者的認知中，圖書館員可以協助他們找到他們要找的資料，是因為它們比一般人熟

悉圖書館的環境及資料的所在，而非他們擁有的圖書館專業素養。(註 10)  這種認
知誤解的原因固然存在已久，但圖書館員的消極態度，卻也是造成館員地位無法提

升的主因之一。 
(4) 與學術社會群體往來不夠積極、密切。(註 11)   
  許多圖書館員太過重於技術層面，因而忽略了與外界的溝通，把工作侷限在圖書
館的四面牆裡，導致教授及行政主管並不瞭解圖書館員的貢獻。“雖然圖書館員的

工作與大學裡的教學研究活動息息相關，但圖書館員與教授的來往稱不上密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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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們勾選書單，圖書館員卻少有機會能與教授討論館藏建立的問題；教授們掌控圖

書經費，卻很少圖書館員瞭解經費是如何分配的；圖書館員熱心舉辦圖書館利用指

導活動，教授參與的情形並不踴躍。”(註 12)  Major從他的研究中發現，許多人
認為圖書館員應與教員被視為同等地位，但許多圖書館員卻總是缺乏自信，只是等

著別人來認同他們。(註 13) 這也是造成圖書館員在大學中的角色及貢獻無法獲得適
當的瞭解與認同。 

 

二、資訊時代的現代大學圖書館員 

 晚近一則隨著大學的快速成長，資料的需求量及服務的品質的要求也快速的升

高，更由於現代光電科技的突飛猛進，資訊處理的技術也日新月異，同時也對作為

資料處理第一線的圖書館造成衝擊，圖書館員面臨資料轉型及環境變遷的挑戰。由

於大學圖書館是新知識思潮的創造地和傳播起點，扮演著教學支援及學術研究的重

要角色，因此，在各類型圖書館中，以大學圖書館所受的衝擊最大，(註 14)服務於
大學圖書館的館員們就面臨了角色及功能的轉變問題，使得我們不得不再重新思

考，到底大學圖書館員的定位為何？又大學圖書館員該如何因應此變遷？ 
 西方先進國家，早在十九世紀即設立專業科目著手培養圖書館專業人員。六○

年代電腦科技引進圖書館界，從 1965年圖書館開始使用機讀編目(Machine Readable 
Cataloguing，簡稱MARC)到現在的全球資訊網路(World Wide Web，簡稱WWW)及
電子圖書館(Digital Library)，電腦科技即不斷的衝擊圖書館，使得圖書館員不得不
因應時代的變遷而不斷地自我調適。面對資訊時代的來臨，大學圖書館員將是在學

術界中扮演多重的角色：既是圖書資料管理員，也是參考諮詢員、教育人員、自動

化系統管理者，以及媒體製作兼操作人員。(註 15) 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學術單
位要求圖書館員具備其他的學術背景，特別是資訊科學方面的背景及電腦的基本技

能。新知識的應用，已經使圖書館的作業方式產生了極大的改變，現在幾乎所有的

大學圖書館都已建立起了自動化系統，館員若沒有具備基礎的電腦技能，則很難勝

任現代圖書館的工作。但是，這並不是指所有的圖書館員都應該努力地成為技術人

員，而忽略了圖書館員的真正精神所在。也許是許多圖書館員極力的想改善其工作

在社會角色的低落，而想藉著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的整合來扭轉劣勢。事實上，與

圖書館學相關的資訊科學所強調的是如何能使學術內容能更有效的被運用，換句話

說，在圖書館領域的資訊科學是運用新科技來處理傳統圖書館的各項工作，強調的

是利用的技術，而非資訊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註 16)  過度地強調應用新科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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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圖書館員與讀者更為疏離，結果圖書館員越來越像個技術人員，而不是一個

能夠協助讀者建立查詢策略或解答參考問題的專業人員。(註 17) 
 到底圖書館員在這瞬息萬變的資訊時代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陳素娥曾歸

納圖書館員在電子時代所扮演的角色應為：(1) 資訊專家(Information specialist)、(2) 
資訊管理者(Information manager)、(3) 學科專家(Subject specialist)、(4) 資訊顧問
(Information consultants)、(5) 資訊提供者(Information provider)、(6)系統專家(Systems 
specialist)。(註 18) 事實上，大學圖書館員的精神及任務自始至終都是不變的：為學
術單位蒐集、組織、及傳遞資訊，協助讀者具有資料檢索的思考邏輯能力；而不斷

變化的只是資料的型態及組織傳遞的方法，以及快速成長的資料量。因此，大學圖

書館應隨時檢討其組織架構及運作方式，建立完整的分工模式，使圖書館員能確定

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 

  

三、未來的大學圖書館  

隨著新科技時代的來臨，未來的大學圖書館勢必重新規劃其組織架構，才能不

被淘汰。近年來，美國大學圖書館就紛紛為因應新局勢而做一些調整，例如：部門

單位的新增與合併、讀者服務與技術服務的整合、以及人員的移轉與重新指派等。  
(1)人力資源的發展與管理： 
圖書館的工作是屬於精專性、服務性的工作，角色定位的模糊會抑制圖書館功能

的發展。高文彬指出，人力資源發展著重對個人內在潛力的開發，由內在的調整來

因應外在環境及組織的發展；而人力資源管理則是著重對組織的價值及文化瞭解、

認識。(註 19) 

(2)專業圖書館員(Professional Librarian)層級制度的建立： 
對於「專業」的定義，廖又生解釋：“通常指具備一定的知識而籌組同業公會並

依考試或鑑定取得資格，且富社會責任而為大眾所認可的事業。”(註 20) 如在美國
必須要具備碩士學位，並需經美國圖書館協會(ALA)認可委員會批准，方可正式成
為專業館員。大部份的專業館員是具有圖書資訊科學碩士學位以上的人，也有部份

是具備其他學科學位的專業人員。在美國大學圖書館內更有許多專業館員是同時具

備了圖書資訊學及另一學科之雙學位館員，來配合圖書館的需求。(註 21) 我國由於
缺乏圖書館專業人員分級制度，所以在組織結構上的規劃設計上缺乏彈性；如能有

完整的專業館員分級制度，對大學圖書館組織的重整及規劃，必有很大的助益。 
(3) 系統管理人員(Systems Librarian)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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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理人員為圖書館資訊系統之管理者，主要任務在使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能

夠順利的運作，以滿足使用者的資訊需求。現今不但是有 90%以上的大學圖書館都
有自動化系統，並有其他如光碟檢索系統及網路查詢系統等，因此，對資訊人力的

需求比以往要強烈許多。圖書館應視業務需求而做人力上的調整。一般來說，圖書

館之系統管理人員之職責則在於圖書館自動化推行之計劃者、實行者、及維護者。(註

22) 
(4)館員的教育訓練規劃： 
在新科技的不斷衝擊之下，教育與訓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學圖書館館員

可謂站在資訊的前線，應當更有心理準備隨時接受及學習新知識及技能；如果只是

墨守成規，不但使圖書館員的地位低落，更會被新環境所淘汰。 
(5)圖書館員生涯規劃觀念的建立： 
基於面對一個多變的工作環境，圖書館員有必要檢視自己的興趣及專長，來歸劃

個人的事業前程及生涯，使能順應環境的變遷，來積極發展自我的潛力。 

 
四、結論 
 在資訊科技不斷持續發展的刺激下，傳統圖書館的經營方式終將被淘汰，WWW
的快速流行以及人們對電子文件的渴望，使得圖書館的經營方向邁入了另一個新紀

元。讀者只要在家中透過網路，即可不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到各個不同的資料庫

找尋所需的資料。有人認為在網路資源發達，各式各樣電子資料唾手可得，圖書館

的地位似乎將會越來越低。其實不然，我們可見現在網路資源氾濫、又缺乏有效管

理，使得上網路找資料有如大海撈針般困難。所以大學圖書館更應認清自己所扮演

的角色及地位，協助培養讀者建立資料檢索的邏輯思考能力，並提供資訊及資訊服

務來支援學校的教學與研究活動。只要確定自己的任務並不斷的充實自己，未來不

論科技如何發展、資訊型態如何轉變，大學圖書館員資訊傳播者的角色及重要性則

永遠不會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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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目中的大學圖書館員該是怎樣的呢？ 

請來函讓我們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