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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圖書資料及服務費用上漲、圖書經費緊縮、新科技的影響是大學圖書館目前及 
未來不可避免必須面臨的挑戰。雖然大學圖書館與校園裡的教學、研究活動密切相 
關，大學教授對圖書館員的認知卻不夠清楚，過於強調新科技可能會使教授認為圖 
書館員是技術人員。本文探討大學圖書館員在圖書資訊蒐集、組織、利用指導及推 
廣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並建議大學圖書館員應加強在職訓練，加強與讀者的溝通， 
並重視研究。

【Abstract】 
　　Academic libraries are facing continuing challenges from rising costs of materials and 
services, shrinking budgets, and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ies. Although libraries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on campus, the role of academic librarian is 
not 
clearly understood by the faculty. This paper examines what academic librarians should do in 
the three areas of performance: acquisition, organiz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user instruction and extension servic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academic librarian should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in-service train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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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般都把大學圖書館的功能定位在支援教學與研究，但在討論大學圖書館的功 
能之前實有必要首先瞭解大學的任務。整體而言，大學的任務如下：（1）保存知識 
與觀念；（2）教學；（3）研究；（4）出版；（5）推廣及服務；（6）研究成果的 
解釋。（註1）做為大學中重要的單位，圖書館存在的意義自然在於協助這些任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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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藉著蒐藏與組織圖書期刊等資料，大學圖書館對於知識及觀念的保存有顯著 
的貢獻，而在協助大學的教學、研究、及推廣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透過對教 
師與研究人員的支援，以及利用指導，大學圖書館參與了研究成果的解釋工作。另 
外，藉著各種書目服務及參考服務，圖書館支援教師學術出版所需的準備工作。（ 

註2）綜合而言，大學圖書館具有蒐集、組織和運用圖書資料，以達到保存知識文化 

，配合教學研究與推廣學術的功能（註3）。只要大學繼續存在，大學圖書館就有它 

存在的意義，無論經費如何緊縮，科技如何進步，大學圖書館的功能並不會改變。

　　隨著廿一世紀的即將來臨，許多文章都在探討大學圖書館的未來，有人提到大 
學圖書館正面臨極大的困難，資源越來越少，而要做的事越來越多，逐漸走向崩潰 
消失之路（註4），這種說法可能過於悲觀，但大學圖書館的經營正面臨極大的挑戰 

則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大學圖書館不做適當的因應，則「圖書館是大學的心臟」這 
樣的美譽將會名不符實。大學圖書館所面臨的挑戰主要在於：圖書資料及服務費用 
上漲，圖書經費緊縮，新科技的影響。事實上這些挑戰已是大學圖書館十幾年來， 
甚至幾十年來所面臨的老問題。以期刊的費用來說，每年訂費上漲百分之十到百分 
之十五已是多年來圖書館員的夢魘，而自1960年代以來，圖書館面臨電腦科技的衝 
擊已是無法避免。不過，多數人會同意，目前資訊科技變化之快速遠非昔比，而圖 
書館必須承受要有迅速及果斷反應的壓力也是前所未有（註5）。有人可能幻想科技 

的發展會使資訊費用降低，但從過去的經驗看來可能並不樂觀，科技的進步將不會 
降低資訊費用或降低其費用上升的速度。（註6）因此，圖書館可以說是面臨各方而 

來的經費問題。

　　各種跡象顯示，上述的挑戰仍會持續存在而不會逐漸緩和。期刊訂費仍然每年 
不斷地上漲。圖書經費方面，目前國內大學的圖書經費雖然暫時沒有大幅度的刪減 
，在政府逐年減少對公立大學補助而要求各校自籌經費的情況下，實在沒有理由相 
信一所大學會只刪減其他的教學研究經費而獨厚圖書經費。另一方面，電腦及網路 
通信技術進步之快速實已非日新月異可以形容。當年圖書館開始利用電腦進行圖書 
館自動化的時候，恐怕沒有預料線上公用目錄可以透過網路查詢，也不可能想到全 
文資料庫的出現，更不可能想像數位圖書館、虛擬圖書館能夠成為事實。誰也無法 
準確地預測未來新的資訊科技會對大學圖書館帶來如何重大的改變，但這種衝擊卻 
是大學圖書館及大學圖書館員所必須面對的。

貳、大學圖書館員角色的認知

　　在大學中，圖書館員的角色似乎仍很模糊，許多教師對於圖書館員的專業性仍 
然質疑，Veaner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圖書館員未能適當地與學術社群交往，過份專注 
於規章及瑣碎的流程，沒有讓教授及行政主管瞭解圖書館員對於資訊加值所做的貢 
獻，同時過於謙虛，不自我推銷，使外人不瞭解圖書館員角色的重要性。（註7） 

雖然圖書館員的工作與大學裡的教學與研究活動息息相關，但圖書館員與教授的來 
往稱不上密切。教授們雖然也利用圖書館，但許多時候是助理代替教授到圖書館找 
資料；教授們勾選書單，圖書館員卻少有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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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因素的影響，都使得圖書館員在大 
學中的角色無法獲得適當的瞭解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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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圖書館建立了線上公用目錄，各種資源透過網路可以查尋和取得，圖書館已 
經搭上資訊社會的列車，在這樣的情況下，或許有人認為新科技的運用使得圖書館 
員的地位得以提昇，而圖書館員的角色也得到認同。但事實恐非如此，過度地強調 
應用新科技，可能會使圖書館員與讀者更為疏離。在Marcum的文章中曾經描述一位 
大學歷史系教授說的一段話："圖書館員以前是我們的同事和夥伴，他們告訴我們最 
新的歷史文獻，當考慮圖書館的預算時，他們永遠能相信我們會支持他們獲取額外 
的經費需求。現在他們說的是我們所不熟悉的語言，在談到圖書預算的時候，他們 
提到要更多的終端機、工作站、電纜、線路，我們想要協助圖書館，但是我們很不 
願意談論我們不懂的東西。昇級的需求永無止境，我們開始懷疑還能不能看到歷史 
類的書籍。"（註8）

　　上述歷史系教授的看法不一定有代表性，但不可否認，新科技的應用使圖書館 
的作業方式有了極大的改變，圖書館員必需要具備資訊科技的知識，才能勝任現代 
圖書館的工作。但是，從許多現象顯示，圖書館員越來越像技術人員，而不是一個 
能夠協助讀者建立查尋策略或解答參考問題的專業人員。例如，在BBS的圖書館版 
上，讀者多半是提出如何將資料下載或如何改變個人電腦設定之類的問題，圖書館 
所舉辦的網路資源利用研習，內容也多半偏向於如何利用及取得資源，而不是教導 
讀者查尋的策略，這些現象對圖書館員角色的認定來說可能不是好消息。圖書館員 
需要具備下載資料、電腦設定、檔案傳輸等技能，但這些技能並不是圖書館員所專 
有的。事實上，在大學校園裡有更多的師生這方面的能力勝於圖書館員，電腦專家 
、網路專家的頭銜大概不會落在圖書館員的身上。如果我們相信圖書館員是一種專 
業，任何人都能做的工作並不能稱為專業。（註9）

　　圖書館員不應該是技術人員的說法並不是要否定電腦及網路技術對大學圖書館 
員的重要性，相反地，一個現代的圖書館員如果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不僅是落伍而 
且是無法生存的。無論是圖書館學系所的課程，或是館員繼續教育的課程，都應該 
加強電腦及網路技術知識的傳授。不過，我們仍應該省思，大學圖書館員應該扮演 
的角色。當學生看到圖書館員不再穿梭於書架之間，而是彎著腰修理光碟機、連接 
印表機，他們所看到的是技術人員，而不是能協助他們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圖書 
館員。（註10）

參、大學圖書館員角色的省思

　　大學圖書館員的主要任務是蒐集、組織圖書資訊，以供讀者利用。在經費緊縮 
、書刊費用上漲、及新科技的影響下，大學圖書館員應如何重新檢視其所扮演的角 
色？底下擬從圖書資訊的蒐集、組織、讀者利用指導、推廣等方面分別敘述。

一、在圖書資訊的蒐集方面 　　大學圖書館蒐集圖書資料，加以組織整理以供師生利用，對於大學教學
的實施 
與學術的發展可說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雖然時代變遷，科技進步，圖書資料的類 
型更多元化，館員使用的工具也越來越有效率，但是，圖書資訊的蒐集與組織仍然 
是圖書館員專業的核心。在網路時代，圖書館的目錄可以在網路上查詢，圖書館提 
供了許多資料庫供讀者利用；圖書館之外，網路上也有許多資源可供查詢。由於網 
路資源的查詢便利，許多人認為只要連上網路，資料即是垂手可得。當越來越多的 
圖書資訊是電子型式，當越來越多的文獻是可以透過網路取得，而且不必再經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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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的中間媒介，當圖書館員教導讀者的是如何連上網路及如何設定電腦--這些技 
術並不是圖書館員特有的專長，讀者大概也無法體認圖書館員在圖書資訊蒐集與組 
織所扮的角色了。

　　資料的蒐集保存是大學圖書館的重要任務。大學圖書館蒐藏學術性質圖書資料 
，不僅注重品質，更注重館藏的數量，世界上著名的大學，都以其有豐富的館藏而 
著稱。為了配合研究需要，往往要儘可能地將所有相關的學術資料蒐集完備，不論 
資料的語言為何，或資料的出版年份為何。一般公共圖書館不會為了某一特定讀者 
的要求而購置資料，但在大學圖書館，卻可能為了某一個教授特殊的需要而購買書 
刊，甚至只為了學術上有保存價值的理由而蒐藏非常罕用的資料。

　　大學圖書館雖擁有大量的館藏，但不可否認，許多館藏幾乎很少人使用，或者 
無人利用過。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研究就指出，大約百分之五十的館藏在1968年至19 
75年間從未被用過。（註11） 但誠如上述，做為一個支援學術研究的大學圖書館， 

也確有必要為了學術記錄保存的目的而蒐藏罕用的資料，更何況今天冷門的研究主 
題有一天可能會變為顯學。台大圖書館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日文台灣資料，靜靜地 
躺在書庫三、四十年，今天卻已是台大圖書館最珍貴的蒐藏，而且是當今最熱門的 
台灣研究學者必須使用的特藏，這個例子說明圖書館員不可以只就圖書資料的使用 
情形決定是否收藏。如果只選擇目前有人使用的資料，就可能遺漏了某些具有保存 
價值的學術性資料，誰也不能保證這些未入藏的資料在五年、十年之後是否還能再 
獲得。就以現實來說，一個只有滿足目前使用的館藏沒有豐富館藏做為後盾的大學 
圖書館，如何能支援學術研究的發展？經費緊縮的壓力使大學圖書館在資料的選擇 
方面面臨困境，因此，作為圖書資訊的蒐集者，大學圖書館員要有能力做出最好的 
選擇，建立一個能被充分利用而且能支援未來學術研究需求的館藏。

　　由於受到書刊費用上漲及圖書館經費緊縮的影響，圖書館追求大量館藏的理想 
變得難以實現、以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為例，最近三年的圖書經費雖然略有小幅度 
的增加，但實際上所能購買的書刊數量已經減少。尤其受到期刊訂費上漲的影響， 
圖書經費所佔的比例逐年降低，每年入藏的圖書冊數已有逐漸減少的趨勢。

　　大學圖書館為了研究而需要蒐集大量的學術資料，甚至於只有少數教授才會使 
用的資料也予以收藏，圖書經費的緊縮使圖書資料的蒐集政策與方式必須重新檢討 
。另一方面，電子期刊及全文資料庫不斷增加，有些教授要求以此種電子資源代替 
紙本資料，有些教授卻堅決反對，圖書館原來想以電子資源提供比紙本更便利的服 
務，但卻可能要面臨兩難的局面。有人認為圖書館將必須依據讀者的需求提供紙本 
資料或電子資料（註12），但緊縮的圖書經費使圖書館事實上不可能維持二種不同 

的媒體版本。

　　隨著新科技的應用，圖書館必須提供越來越多的電子資源，購買更多的光碟產 
品，訂購電子期刊，訂購全文資料庫，這些電子出版品雖然對讀者提供更便利的服 
務，但其價格並不比紙本資料來得便宜，甚至高出數倍。若再加上購置電腦設備的 
費用，以及隨之而來的設備維護、昇級的費用，則更為已經短絀的經費雪上加霜。 
上述歷史系教授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畢竟，教授和學生需要的是圖書館能夠提供 
他們所需要的圖書資料，他們擔心購買書刊的經費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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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le等人認為圖書館未來同時會蒐藏印刷資料與電子資料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越來越多的資訊會以電子型式出現。（註13）Smith等人也認為此類由電腦儲存、 

管理、傳遞的資料越來越多，已經是大學圖書館館藏必需的一部份。（註14）電子 

資料是否會真的完全取代印刷資料仍值得觀察，但在這二種類型的資料仍同時存在 
的情況下，使得大學圖書館緊縮的經費更面臨難題。圖書館員一方面要服務仍然偏 
好傳統印刷資料的讀者，一方面卻又要提供新穎的資訊服務予能接受新科技產品的 
讀者。

　　電子出版品及網路的普及，越來越多的資料可以透過網路取得，再加上圖書館 
經費的縮減，以「取得」（access）代替「收藏」（ownership）的館藏觀念也不斷 
地被提起，爭論亦是不少。不過，較為持平的看法是：在我們有生之年，「取得」 
或「虛擬圖書館」的模式將不會取代傳統的「收藏」的模式，圖書館在可預見的將 
來，會繼續採購各種形式的資源。但是，如何改善資訊及文獻的取得將會是未來圖 
書館員最關心的工作。（註15）當大學圖書館從「收藏」轉變到「取得」，要能成 

功地繼續支援大學的學術研究，圖書館將負擔更大的館藏建立責任。（註16）因此 

，大學圖書館員做為圖書資訊的蒐集者，不僅要有能力採購資料收藏於圖書館供讀,BR> 者使用，也要
有能力取得資料傳遞給讀者。

　　在大學圖書館，圖書館資料的選擇多半是教授工作，雖然教授們具備學科知識 
，瞭解本身及學生的需求，但往往不能持續不斷有系統地選書，對出版消息的掌握 
也不夠周全。在經費緊縮的情形下，圖書館員在圖書資料的選擇方面應該扮演更積 
極的角色。掌握出版資訊是圖書館員的專長，不過，出版品數量的增加，以及圖書 
資訊來源的多元化，使得出版資訊的掌握變得更為困難，因此，圖書館員必須加強 
此一方面的訓練。尤其是網路資源龐雜，如何選擇、如何加以整理以配合讀者資訊 
需求更是圖書館員已經面臨而且未來更是不能避免的挑戰。大學圖書館應該訂定網 
路資源的館藏政策，而做為圖書館的管理者，圖書館員必然要更專注於網路資源的 
蒐集與整理。

　　選書多半不會注意到館藏均衡，某些主題的書刊大量購買，其中不乏內容重複 
，在經費緊縮的情況下，當然應該避免。圖書館員不應該只注意到複本的問題，對 
於某些被忽略的主題，也應該主動的提供書目資訊供教授挑選，才能以有限的經費 
建立均衡的館藏。將近幾年入藏的資料分析統計，列出各個主題入藏的數量可以提 
供教授在選書時作為參考，也可以幫助教授瞭解館藏發展的情形。在圖書館經費緊 
縮持續的情況下，其實是檢討大學圖書館是不是該由館員負責選書的時機。圖書館 
員能夠掌握圖書資訊來源，瞭解館藏強弱，瞭解館藏使用情形，擔任選書工作將可 
以使有限的經費做最適當的利用。Veaner認為，只有圖書館員才能將圖書館重新設 
計、重新建構、重新訂定方向，也只有圖書館員才能切確地規畫及運用圖書館的經 
費。（註17）

二、在圖書資訊的組織方面 　　分類編目是一種解釋工作，產生目錄使讀者能瞭解圖書資訊的外形與內
涵。但 
圖書館的目錄基本上是一個館藏的索引，無論是以前的卡片目錄、線上目錄，到現 
在的網路目錄，都不能說已達到提供充分的書目訊息使讀者能夠辨識與選擇所需資 
料的目的。因此，讀者未能充分利用目錄，對目錄的滿意度不高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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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餘年來，出版品急速成長，遂有資訊爆炸之說法，而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 
網路資源的蓬勃發展，其數量之驚人，也許才能真正稱為資訊爆炸。範圍廣泛、內 
容新穎、檢索方式具親和力、取用便利等等是網路資源常見的特色。除數量龐雜外 
，從大學圖書館員資訊蒐集者的眼光來看，網路資源有些問題值得注意：（1）許多 
網路資源品質低落，若在從前，根本不可能以紙本型式正式或非正式出版；（2）有 
些網路資源位址可能更改，今天可以取得，並不能保證明天一定能取得；（3）目前 
已有不少圖書館之外的網站藉助自動蒐尋引擎蒐集網路資源並加以整理，讀者可以,BR> 不必透過圖書
館即可取得。這些網站蒐集而來的資訊雖然數量龐大，也有目錄指引 
，但往往失之精確，從圖書館員的觀點，其資訊的組織可謂非常粗糙。

　　圖書館員作為資訊的蒐集者，當然也應「取得」網路資源供讀者利用，而提供 
網路資源在某些情況下也是解決圖書經費緊縮問題的辦法。理論上，圖書館應該是 
只整理希望或預期讀者需要取得的網路資源。網路資源內容的的龐雜及快速變化使 
圖書館員整理及組織網路資源的企圖不易達成。當然，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圖書 
館員在組織網路資源時必會有更好的工具。如果圖書館對於所蒐集的網路資源整理 
，仍是採用與傳統圖書館處理紙本資料類似的方式，如OCLC的Internet Cataloging 
Project（註18），其實是費時而又缺乏效益的。不過，將蒐集而來的網路資源整合於 

圖書館目錄的構想的確是非常正確。

　　無論是紙本資料或網路資源，如果僅是像目前一樣著錄某些書目資料，圖書館 
員也許可達成圖書館組織的責任，但沒有提供足以辨識與選擇的書目資料，圖書館 
員實在不能稱為圖書資訊的解釋者。讀者挑選圖書或網路資源，尤其是在大學圖書 
館，並不是只單憑著者、書名、出版事項等著錄項目。圖書資訊的組織，如果能讓 
讀者瞭解圖書資訊的目次、內容大意、著者的權威性、著者的相關著作、他人的評 
介等等，換句話說，透過對於圖書資訊的解釋，使讀者得以判斷其相關性，決定資 
料是否為其所需。這樣的組織與解釋，才能使圖書資訊組織工作真正獲得效益。Van 
Orden在整理相關研究後，列出在一般書目資料之外，有助於解釋圖書資訊內容的個 
項目，例如，書評、著者介紹、序言等。（註19）當然，這些項目的增加，必然會 

加重成本，但卻符合圖書資訊組織的目的--解釋圖書資訊的外形與內涵，使讀者得以 
選擇他所需要的資訊。

　　除了上述網路資源所引起的問題外，科技的發展的確對於圖書資訊的組織帶來 
新的轉機，尤其是Web具有超媒體、超連結的特性，使得圖書資訊內容的呈現方式及 
不同圖書資訊之間的連結方式變得更多樣化、更有彈性，使得圖書館員作為圖書資 
訊解釋者的角色更容易達成。

　　大學圖書館肩負保存及傳遞學術記錄的責任，這些學術記錄得以被學者們利用 
，學術得以推廣，圖書館員實有一定的貢獻。而這種貢獻，不可否認是來自對於圖 
書資訊的組織及解釋，因此，大學圖書館員的確應以學術知識及資訊的解釋者的角 
色自居。

三、在圖書資訊的利用指導及推廣方面 　　在新科技的衝擊下，由於許多資訊已經可以透過網路取得，
而網路資源的利用 
越來越有親和力，有些人認為圖書館利用教育已經不再重要。雖然大學圖書館員並 
沒有忘記圖書資訊利用指導者的角色，但如果檢視利用指導的內容，卻是以教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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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何連上網路、如何下載資料、如何傳輸檔案、如何設定電腦為主，而對大學生 
而言比較重要的書目指導卻被忽略了。

　　很少讀者不會利用線上公用目錄，但有多少讀者知道如何利用標題做主題檢索 
？有多少讀者會利用著者／題名檢索？在卡片目錄時代，館員會為讀者詳細解釋目 
錄的功能，著者、書名、分類、標題目錄的作用及其檢索方法，說明每個著錄項目 
的意義。在教導讀者利用線上目錄時，對於目錄的功能、組織、尤其是檢索技巧的 
介紹事實上是同樣重要。

　　書目指導不僅要教導讀者具備檢索技巧，更要教導讀者具備建構檢索策略的能 
力。當讀者遇到問題時，能夠分析問題的屬性、確定問題的主旨，知道應該使用何 
種資源，運用何種檢索技巧，以及如何過濾檢索結果，評鑑檢索結果的相關性。網 
路資源雖然豐富，但雜亂無章、品質良莠不齊也是事實，雖然大多數網路資源的檢 
索具有親和力，但缺乏建構檢索策略的能力，讀者不是無功而返，就是檢索到一堆 
無用、不相關的資料。網路資源必然是越來越普及，甚至變為主流，而讀者利用網 
路資源所以會有資訊爆炸及知識碎塊的現象，就是缺乏過濾、整合及歸納能力的結 
果。大學圖書館員或可稱為資訊取得的工程師（access engineer），教導讀者有能力 
去過濾資訊、組成知識，以及建構知識地圖游走於他所熟悉的學術領域。（註20） 

許多圖書館員都認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教導讀者圖書館技巧，而是教導稱為 
「資訊素養」、或「資訊管理教育」之類的複雜的能力，其目的是能符合學生做作 
業、撰寫報告的立即需求，以及培養學生嚴謹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能力是 
學生做為一個國民在生活及工作所需的。（註21）

　　De Gennaro在十餘年前即指出，提供讀者獲取資訊的管道會是圖書館最主要的 
目標及工作。（註22）僅僅是本館所藏的資料已不足以滿足讀者對資訊的追求，未 

來的圖書館員必定要熟悉虛擬圖書館的資源--透過圖書館的目錄連結遠端圖書館、 
遠端資料庫可被取用的資源。（註23）隨著科技的發展，未來網路資源的檢索必然 

越來越容易，也越來越有彈性，但圖書館員作為圖書資訊指導者的角色將不會改變 
，反而更應受到重視。

　　在圖書資訊的推廣方面，公共圖書館的館員常常會為讀者推薦好書，公佈暢銷 
書排行榜，其目的無非是鼓勵讀者多多利用圖書館的館藏。學校圖書館的館員也會 
有類似的活動，或者進行閱讀指導，或者教導讀者閱讀好書。相對地，在圖書資訊 
的推廣方面大學圖書館則是較被動。

　　正如前述，大學圖書館有些館藏是終年塵封乏人利用，失去了蒐藏的原意。固 
然大學圖書館有保存學術文獻的使命，但若所保存的文獻都能被人利用，則更能達 
到宏揚學術的意義。另一方面，在經費緊縮的情況下，圖書館更應該努力使館藏圖 
書資料能充分被讀者利用，才不會有經費浪費之嫌。

　　圖書資料之所以不被使用，可能是不符合讀者的需求，也可能是品質不佳的緣 
故，但也極可能是未被讀者發現之故。良好的目錄是推廣圖書利用最基礎的工作， 
如何做好圖書資訊組織工作，已如前述。主題書目的編製是推廣圖書利用的一個作 
法。在一個分館林立的大學圖書館，同一主題的資料可能分散不同的地方。科際研 
究的盛行，也使得教授須要閱讀分散在不同學科的同一主題的資料。舉例來說，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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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研究者所需閱讀的資料可能會與心理學、社會學、家政、醫學等不同的學科有關 
，如果能以婦女研究為主題編製書目，對研究者有莫大的幫助，也能達到推廣館藏 
利用的目的。受到經費緊縮的影響，大學也開始檢討既有的系所架構，跨系所的學 
程逐漸增加。圖書館的資料一向以學科為分類依據，館員未來所面對是學科界限不 
清楚的資料及主題需求不是單一學科所能涵蓋的讀者。教導讀者瞭解圖書資訊組織 
的方式及推廣跨學科圖書資訊的利用將會變得更為重要。 
　　大學圖書館的主要任務即是支援教師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但是圖書館員與教師 
的關係長久以來並不密切。技術服務館員多在幕後，業務也與教師較少接觸，讀者 
服務館員有較多的機會與教師來往，但並不是每一個教師都會利用圖書館。Dougherty 
等人提到，對許多教師來說，圖書館並不是資訊的主要來源（註24）這樣的說法的 

確讓圖書館員感到失望，但也確實值得大學圖書館員去深思這種現象及其發生的原 
因，以及自己在大學圖書館的利用指導及推廣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肆、迎向未來的大學圖書館員

　　新科技的發展已使圖書館作為圖書資訊提供者或中介者的角色受到挑戰，圖書 
館員應該積極地提供更主動及更專業的服務，才能夠穩固及突出圖書館在大學校園 
的重要性，也才能與其它教學研究或行政單位競爭日益拮倨的經費與資源。加強在 
職訓練、加強與讀者的溝通、重視研究是成為稱職的大學圖書館員重要因素。

一、加強在職訓練 　　SheilaCreth認為在職訓練是對付拒絕改變者最有用的工具，它可以使館員變得
富 
有彈性。（註25）這是一個不斷變動的社會，科技的突飛猛進更加快了資訊社會變 

化的速度。作為蒐集、組織資訊的大學圖書館員，更應該有接受改變的決心。在職 
訓練使圖書館員具有適當的技能去面對變化，而不至於默守成規，終被淘汰。

　　隨著科技的發展，圖書館員在蒐集、組織及提供服務時所使用的工具也不斷更 
新。以電子資源的檢索工具來說，雖然大部份都設計的具有親和力，但在教讀者使 
用之前，館員自己必需先有深入的瞭解。另外，各種電子資源整理、統合的系統不 
斷問世，也令館員難以掌握。唯有接受訓練，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才能使自己熟 
練這些工具或系統。

　　從前圖書資訊的蒐集都有分明的學科界限，近半世紀以來，全新的學科興起， 
也分衍出更多越來越專門的學科，造成圖書選擇的困難。（註26）這樣的現象將會 

持續下去，大圖書館員作為圖書館資訊的蒐集者，將會面臨學科知識不足的情況。

　　自我管理學科小組是目前大學圖書館進行組織重組常被提起的一種管理方法， 
一組成員包辦某一學科涵蓋館藏發展及技術服務的大部份工作（註27），學科知識 

對大學圖書館員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在經費緊縮下，要以少數的經費建立有用的館 
藏，圖書資訊的館藏發展工作變得更為艱難，館員的學科知識更形重要。有系統、 
有計畫的在職訓練，才能培養稱職的學科專家。

二、加強與讀者的溝通 　　圖書館的發展應該是從產品導向、行銷導向，走到顧客導向。大學圖書館無
論 
經營的再好，不能滿足師生的資訊需求，不能讓師生對圖書館的服務感到滿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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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努力都是白費的。讀者的要求會越來越多，他們的聲音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嚴 
厲，他們希望即刻要到資料而不是等到明天。（註28）

　　圖書館應該避免因為本身管理上的方便而忽略了讀者使用館藏及服務的便利， 
因此，圖書館應該重視與讀者的溝通，充份掌握讀者的資訊需求，瞭解讀者對圖書 
館的意見。對一個大學圖書館而言，未來將不會以它的館藏量和圖書經費來衡量它 
的品質，而是以唯一的標準--讀者的滿意度來評量。（註29）所有的服務與業務都 

要透過讀者的眼光來看，由讀者來依據他們的需求是否滿足來決定其品質。（註30） 

由於科技在圖書館的普遍利用，改變了圖書館的服務型態，讀者對圖書館的要求也 
隨之改變。Riggs認為科技對於圖書館的館藏及服務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價值，但所帶 
來的價值引起讀者對圖書館更多的期待，提供的越多，讀者要求越多。（註31）

　　由於電子媒介的普及，未來讀者與館員的溝通管道將會以電子布告欄、電子郵 
件等為主，此類電子媒介對於讀者與館員之間的溝通有下列幾點影響：

1. 圖書館與讀者之間的溝通越來越便利，不再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2. 館員可與讀者進行一對一的溝通，也可以進行一對多的溝通。

3. 讀者到圖書館的次數可能減少，使得館員與讀者當面溝通的機會也相對地減少。

4. 由於減少當面溝通的機會，無法有立即的互動或回饋，可能會延遲訊息的傳遞甚 
至誤解。

　　藉著電子媒介，圖書館可以與更多讀者溝通，有些從來不與館員交談的讀者也 
可能會在電子布告欄上表示意見。相對地，缺乏立即互動的特質也使得館員與讀者 
的溝通變得複雜而不易評估其結果。為了使電子媒介的溝通更有效率，館員需要更 
多有關電子媒介溝通的知識與訓練。

三、重視業務的研究 　　大學是一個有階層化的機構，所以圖書館員在教授為主的圈子裡不可避免會有 
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感覺。Veaner提到大學是社會上最不民主的機構，在其中，不平 
等是顯著的、猛烈的、赤裸裸的。（註32）大學教授的任務是教學、研究及服務， 

而圖書館員所以會感受到不平等的部份原因，應來自於教授對於研究及學術出版的 
重視，而圖書館員在此方面則無法相比。

　　當然，研究對於圖書館員來說並非第一要務，也絕不應該花太多的心力從事研 
究。有人認為，如果大學圖書館員被要求參與研究，會損壞服務的品質。（註33） 

但圖書館員作為大學的一份子，而他所從事的又是與知識、資訊的蒐集、組織、傳 
遞有關，重視研究也屬自然。我國圖書館法在擬定之初，曾有將圖書館員分為研究 
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之議，這種設計即是認為圖書館員應該是屬於研究人員 
領域的，即使不是研究導向，也是應該重視研究的。為什麼圖書館員是屬於研究人 
員領域的？Black和Leysen認為大學圖書館員參與了大學教育使命，他們提供資訊及 
服務，增進學術及研究。（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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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日常工作繁重，大學圖書館員缺乏時間去從事思考、分析、綜合。讀者對 
圖書館的要求擴大，而館員人數並未增加，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大學圖書館員沒有 
時間去做研究及從事學術活動。Riggs覺得大學圖書館員這個行業已從專業變得更像 
一種商業。（註35）讀者要什麼資料，我們給他什麼資料，讀者不會上網路，我們 

教他上網路。如果本文前面所述正確，新科技可能使圖書館員越來越像技術人員， 
則這樣的改變顯然不能提昇大學圖書館員在校園裡的地位。

　　翻閱圖書館員專業期刊，許多文章都是與圖書館業務相關的研究：大學圖書館 
的組織重組、大學圖書館期刊刪訂的探討、大學圖書館的資源共享之研究等等只不 
過是幾個常見的例子。許多工作中遭遇的問題都值得深入探討，大學圖書館本身的 
問題由大學圖書館員自己來研究、解決，才能切中要點。大學圖書館必須支持館員 
從事研究相關的活動。給予適當的時間，提供研究計畫的經費及軟硬體設備、認同 
創新的觀念或作法等等，這些都是鼓勵其培養研究及發展的方法。（註36）

伍、結論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經費緊縮、書刊費用上漲等現象仍會持續下去，而同時學 
術出版品的數量卻以倍數增加，圖書館所面臨的問題的確非常嚴重。另一方面，由 
於科技發展的快速，大學圖書館事業也急劇的變化，目前數位化及數位服務的多彩 
多姿遠超過最樂觀的預言家在十年前的預測，現在我們更驚訝VannevarBush在1940 
年代寓言似的Memex似乎就要實現。連一些私人營利的公司也進入傳統圖書館的服 
務領域，只要有一些經費，加上不甚昂貴的軟硬體，他們就可以連上資料庫並提供 
資訊服務。（註37）圖書館作為資訊中介者的角色已受到挑戰，圖書館也不再是唯 

一的資訊提供者。即使在大學校園裡，圖書館也有一些競爭者。傳統上圖書館在資 
訊教育、資訊諮詢與服務、資訊選擇與組織、資訊儲存、資訊傳遞等方面所扮演的 
角色，就可能會受到書店、大學出版社、電算中心等單位的挑戰。（註38）

　　這些內在及外在的問題及變化是大學圖書館的館員所必須面對的。大學圖書館 
員應省思自己在大學所扮演的角色。就像Stoffle等人所說的，每一個圖書館員都應該 
詢問自己：“如果我們今天要建立一所大學圖書館，知道我們現在所應知道的，我 
們會如何去組織我們自己及我們的圖書館，以確定圖書館會積極地去達成大學的目 
標？”（註39）如果未來大學圖書館仍然要提供資訊及資訊服務來支援學校的教學 

及研究活動，則圖書館的主要角色還是在於為教授及學生蒐集、組織、及傳遞知識 
及資訊。當然，我們應該賦予這些角色新的定義。蒐集不僅僅是依賴採購以使圖書 
館得以收藏資訊、它也指付出使用費以獲取資訊、或以網路連接所需的資訊。圖書 
館所要組織的不僅是館內的資訊，也要設計適當的系統使讀者能獲取館外更多的資 
訊。在知識及資訊的傳遞方面，圖書館更要能夠將讀者所需的資訊藉由各種管道主 
動、迅速地傳遞到讀者手中。大學圖書館員是資訊的從業人員，是知識的從業人員 
，在資訊、知識的產生、組織、及傳播上將會永遠扮演重要且不可缺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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