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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or Chen-Ku Wang has devoted 
himself to librarianship an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for more than 
forty years. He is a researcher, designer, 
educator and practitioner. Professor Wang's 
contributions have set a firm foundation and 
clarified goals for Taiwan's LIS education 
system. He has published some thirty articles 
and research papers on LIS education 
related topics. Professor Wang investigates 
LIS programs in the U.S., U.K.,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He also studies LIS 
accredit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s.  In 
Taiwan, Professor Wang has examined 
domestic issues and submitted advice that 
has made a positive and profound impact on 
LI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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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鵠教授是台灣圖書館學教育的研究者、教育

者、設計者與推動者，數十年來如一日。(盧荷生，

民 83)王教授認為圖書館學教育與圖書館事業的發

展息息相關，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非有專業人員不

為功，一生致力於圖書館事業的研究與推展，以及

圖書館專業人才的培育。王教授於民國 44 年服務於

師範學院圖書館，66 年至 78 年擔任國家圖書館館

長；49 年起任教於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館

組，嗣後，先後受聘於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

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及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為兼任

教授；50 年起先後擔任中國圖書館學會常務理事、

常務監事，並曾擔任教育、出版、自動化、法規等

委員會之主任委員或顧問。 

王振鵠教授潛心研究圖書館學教育相關議題，不

論研究課題的來源、研究的思路及研究成果的特

色，均環繞在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教育並緊密連

結。(倪波，1994)王教授於民國 51 年~54 年間即參

與中國圖書館學會教育委員會擬訂圖書館學系課程

標準，並於民國 54 年擔任教育部「大學課程修訂委

員會」圖書館系課程修訂委員，負責設計圖書館學

課程標準。於民國 56 年完成國科會 55 學年度研究

論文《各國圖書館員教育之比較研究》，是王教授有

系統地研究圖書館學教育的首篇論著，往後持續研

究並發表研究成果於各專業刊物，透過各種途徑，

積極推動及落實研究結果。王教授研究圖書館學教

育，初期著重於各國圖書館學教育制度、課程標準、

評鑑與認可制度的研究與譯著，以為國內借鏡，進

而專注於研究我國圖書館學教育制度，分析面臨的

問題，提出具體瞻望及執行辦法。 

本文就王教授有關圖書館學教育歷年論著，依年

代區分為：國外為他山之石、國內研究發展、國內

回顧展望等三個重要研究時期，分析王教授研究圖

書館學教育的重要論述與瞻望、推動海峽兩岸圖書

館學教育的情形，以及近四十餘年來臺灣圖書館學

教育發展重要成果。 

王振鵠教授於民國 48 年自美國范德比大學取得

圖書館學碩士學位回國服務後，即積極投入我國圖

書館學教育工作及相關研究工作。自民國 48 年至

83 年，為文撰述圖書館學教育相關文獻約 30 餘篇，

依年代區分，大致分為：國外他山之石(民國 45~64

年)、國內研究發展(民國 65~74 年)及國內回顧展望

(民 75~83 年)三個重要研究時期。以下就各時期代

表作，萃取王教授對圖書館學教育的重要論述與見

解，從中探索我國圖書館學教育發展的脈絡。 

( 45~64 ) 

王振鵠教授留學美國，對美國圖書館學教育印象

深刻，於民國 45~64 年間，對美國圖書館學教育深

入研究，發表論著多篇，成為我國圖書館學教育發

展的借鏡。其中一篇於民國 56 年完成，為國科會研

究計畫--《各國圖書館員教育之比較研究》研究論

文，探討與比較各國圖書館員教育、圖書館學課程

標準，並從各國現況與經驗融合我國國情與現況，

提出我國圖書館學教育發展瞻望，奠定我國圖書館

學教育發展方向。這篇論文是王教授有系統研究圖

書館學教育的首篇論著，重要內容摘要說明如下： 

王振鵠教授深入探討英國、美國、蘇俄、法國、

德國、日本、巴基斯坦及我國等八國的圖書館學教

育制度，呈現各國圖書館學教育現況，並綜合分析

與歸納各國特色、長處及面臨的困難，提供國內相

關決策單位及圖書館界同道參考，以為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有關我國圖書館員教育，有較多的篇幅介

紹與探討，包括圖書館學系、中國圖書館學會舉辦

之暑期講習班及圖書館學課程標準等。 

王振鵠教授曾參與中國圖書館學會教育委員會擬

訂圖書館學系課程標準，並曾擔任教育部「大學課程

修訂委員會」圖書館系課程修訂委員，負責設計圖書

館學課程標準。因此，王教授對圖書館學課程標準的

研究非常重視，在這篇論文中特闢專章探討，揭櫫圖

書館學教育目的及其重要性，為圖書館學教育課程標

準設計的依據。在課程標準方面，分為研究階段的課

程標準及本科生階段的課程標準，探討相關學理並舉

國外實例以供參考；關於圖書館學的教學和指導方

法，王教授簡要論述，認為宜理論與經驗並重，一方

面要採用高等教育所實施的優良教學法，一方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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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直接獲取工作經驗與實用知識。 

王振鵠教授綜合國內外圖書館員教育制度與課程

標準，並參酌國內環境實際需要及當代圖書館事業發

展趨勢，提出我國圖書館學教育五大瞻望：(1)制定圖

書館教育之目的、(2)謀圖書館教育之整體發展、(3)

設立圖書館學研究所、(4)開授「圖書館之利用」之類

課程、(5)加強在職訓練及輔導工作。從這五大瞻望的

順序，顯示王教授強調應先確立我國圖書館學教育目

的，進而以圖書館員承擔的工作區分圖書館學教育等

級，並依據各圖書館學系成立背景與特長，分工培訓

不同需求及不同層級的人才，以謀求我國圖書館學教

育之整體發展。在設立圖書館學研究所方面，以研究

所階段培訓高級人才並加深圖書館學的研究為理

想，因當時並無任何一所圖書館學校提供研究所課

程，此項前瞻建議，對日後我國圖書館學研究所在各

校紛紛設立有直接的影響。王教授深刻感受西洋國家

自小學起即在教材中講授介紹如何利用圖書館，目的

在養成學生自學的能力與長期利用圖書館的常識，遂

提出開授圖書館利用課程的建議，希望能透過圖書館

利用課程帶動國人養成利用圖書館的習慣。王教授有

感於中國圖書館學會勉力支持圖書館人員在職訓練

工作，因人力與經費的限制，籲請政府接辦，並訂定

計畫定期辦理；縣市圖書館業務亦應訂定業務督導辦

法，由政府指定國立或省立圖書館實施，以加強在職

訓練及輔導工作。 

在「國外他山之石」這一時期，除探討及引介

國外圖書館學教育制度、課程標準及現況之外，

王教授也陸續介紹、探討及回顧我國圖書館學教

育現況與發展。 

( 65~74 ) 

民國 65~74 年間，王教授撰述有關圖書館學教育的

論著以檢討及展望我國圖書館學教育為主，約有 9

篇。其中，＜圖書館教育與文化建設＞(民 67)一文，

王教授再次呼籲為適應文化建設工作之需，建議圖書

館學教育發展方向為：1.改善現行制度，提高圖書館

專業人員之素質；2.調整課程比重，培育具有學科專

長之圖書館工作人員；3.各校分工合作，謀求圖書館

教育之整體發展；4. 舉辦定期研習，提供現職人員

進修機會。此外，於民國 70 年在「圖書館事業合作

與發展研討會」中所發表之＜我國的圖書館教育制度

＞論文，王教授再次愷切指出，我國圖書館學教育在

質、量雙方面有待改善之處尚多。在質方面，王教授

認為應奠定學生的專業信念、貫注專業精神並培養服

務觀念與態度為教育內涵；在教學內容上則建議應兼

容學科專長、語文基礎及圖書館專業知能，以便相輔

相成；在量方面，王教授發現當時國內圖書館員供需

失調及人員任用非專才專用等問題。 

王教授接受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於

民國 74 年 3 月完成《建立圖書館管理制度之研究》

報告，深入探討我國圖書館事業現況、圖書館暨資

料單位業務分析、各國圖書館制度之比較、我國圖

書館問題之探討及我國圖書館發展芻議。其中，我

國圖書館問題探討章節，有關圖書館學教育部分，

王教授指出各校開授「圖書館利用」方面的課程偏

低，對學生利用圖書館之輔導仍待加強與注意。至

於圖書館專業教育方面，大部分仍在大學部階段，

僅少數設有圖書館學研究所。而圖書館學系畢業的

學生受任用資格及職位所限，在圖書館及資料單位

服務的就業率偏低，而另一方面各文化中心及資料

單位亦難以物色適當的專業人員。王教授綜合國內

圖書館發展現況及面臨的問題，在圖書館學教育方

面，提出改善我國圖書館學教育發展的芻議，分為

專業性質之圖書館學專業教育及普及性質之圖書館

公眾教育。在圖書館專業教育方面，分為學校教育

及在職訓練。學校教育方面王教授重申：(1)以培養

各級圖書館與資料單位從業人員以及圖書館與資訊

科學研究人才為宗旨；(2)以堅定專業信念與專業精

神為導向，學理與技術兼顧，知識與實務並重為原

則；(3)大學部教育以培養通才為宗旨，研究所教育

則以培養中上管理人才及繼續研究的能力為宗旨；

(4)各系所宜就原課程重點及各校背景發展特色，分

工培養各種圖書館人才，避免重複；(5)未來圖書館

人員教育，應逐漸提升到研究所階段，研究所招生

之對象為大學部各科系畢業獲有教育部認可之學士

學位者，以培養各科圖書館人才。在職訓練方面，

其宗旨為加強在職人員的專業知識與專業精神；原

則為加強專業信念及專業精神為導向，偏重實務之

研習。每年暑假定期調訓、開放夜間部選讀課程、

舉辦專題研討會。在圖書館公眾教育方面，其宗旨

為培養一般人士利用圖書館的習慣，介紹利用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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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的基本知識；其原則為以生動易懂的方式，宣揚

圖書館的重要性及其服務措施。利用大眾媒體宣導

圖書館觀念、訂立「圖書館利用教育」施行綱領、

各級學校開設圖書館介紹課程等。 

( 75~83 ) 

民國 75~83 年間，王教授有關圖書館學教育的論

述，主要從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兼及回顧與展

望圖書館學教育，但於民國 81 年 6 月，由教育部委

託國立臺灣大學文學院主辦之「大學人文教育教學

研討會」中，王振鵠教授發表＜我國圖書館學教育

的回顧與前瞻＞一文，文中再度指出我國圖書館學

教育制度仍面臨十年前同樣的質量問題。因此，為

適應未來之需要，王教授提出我國圖書館學教育發

展方向四大建議：1.改進現行制度，提升圖書館專

業人員之素質；2.調整課程，培養具有學科專長之

圖書館專業人員；3.整合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因

應資訊社會的要求；4.加強中小學及鄉鎮圖書館員

之培養，以配合圖書館事業的開展。 

在改進現行制度，提升圖書館專業人員之素質方

面，王教授以圖書館員為中心，強調各級圖書館應

設有相當的職位及提供合理的待遇，以便延聘高素

質人才。但為了培育高素質人才及「教」與「用」

能密切結合的理想，王教授分別從圖書館學系研究

所之增設、大學部招生人數及夜間部招生對象提出

看法與建議，認為圖書館學研究所應予增設，並以

招收各學系畢業生為理想；大學部招生人數宜予以

適當控制，夜間部則以提供未受專門教育的圖書館

現職人員進修為主。這些建議，至今部分已實現，

例如：依據《中華民國 2004 圖書館年鑑》，我國圖

書館學研究所目前有八所、博士班一所；各校大學

部招生人數均招收一班；約有 28%大學開授圖書館

利用教育相關課程等。 

在調整課程，培養具有學科專長之圖書館專業人

員方面，王教授強調學科專長、語文根基及專業知

識與技能為圖書館學教育三大內容，宜三者兼備才

能勝任圖書館專業工作。因此，建議培養具有學科

專長之圖書館專業人員，並提高圖書館學教育在研

究所階段實施。至於本科生教育階段，如增加必要

的學科知識，精簡技術性科目等。依據《中華民國

2004 圖書館年鑑》，我國八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

士班及一所博士班均開放招收非本科系畢業生，對

培養具有學科專長之圖書館專業人員有幫助。 

在整合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因應資訊社會的要

求方面，王教授建議宜從圖書館學教育的內涵進行

調整，例如：將所開課程有交叉重複或缺乏學科內

在聯繫的科目予以壓縮合併，並且增加資訊科學、

管理學及有關新技術方面的課程。王教授更進一步

提出建構符合我國文化背景，並適應當前及未來社

會需要的「圖書資訊學」的理想，這個理想涵蓋兩

個層面，其一為資訊科學課程與傳統圖書館學課程

融為一體。王教授這個想法與建議在事隔十餘年之

後，美國圖書館學會 (ALA)現任理事長 Michael 

Gorman (2004)亦有同感，在面對美國各圖書館學校

在課程設計上，傳統圖書館核心課程逐漸式微，代

之而興起的是大量的資訊科學相關課程，使所教與

所用有很大的落差，Gorman 沉重地表達憂心。對於

兩者將來是否能和諧共存或必須分家，實在無法預

知，但 Gorman 明白指出如果現在不面對及討論這

個問題，這個危機日後將成為災難。顯示王教授在

十餘年前已有先見之明，但面對快速變遷的資訊社

會環境，圖書館學教育 的內涵也快速轉變中，在美

國發生的情況，在台灣也逐漸呈現。王教授另外一

理想層面是符合我國文化背景需要的圖書資訊學，

由於教授對世界各國圖書館學教育有深入的研究與

比較，發現各國因不同文化背景與教育制度，對於

圖書館學教育目標、制度、課程、教材、教法等有

不同的討論與結論。因此，認為不論圖書館學的理

論與方法或圖書館學教育的內涵都應重視本國文化

的傳統，並切合社會的要求，不宜自某一國家全盤

移植應用，所以王教授殷殷期勉，建立我國圖書館

學的哲學理論與圖書文獻的組織體系，實為當前亟

待努力的方向。 

在加強中小學及鄉鎮圖書館員的培養，以配合圖

書館事業的開展方面，王教授深刻體認中小學圖書

館及鄉鎮圖書館人事之強化與專業之培養屬當務之

急，是中小學圖書館及鄉鎮圖書館專業化及健全發

展的關鍵。王教授建議在各師範院校增加圖書館系

科課程，以解決中小學圖書館缺乏專業館員的問

題，這項建議獲得某些師範院校採納實施，例如國

立台中師範學院曾開授「國小圖書館學」相關課程。

鄉鎮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培育，王教授建議利用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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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教育，使偏遠地區及基層工作同仁利用餘暇得

有自我進修機會，獲得所需的知識技能。這項建議

過去不論透過國家圖書館、國立中央圖書館台灣分

館、國立台中圖書館或各縣市文化局均曾積極辦理

過，惟鄉鎮圖書館人事常隨鄉鎮市長選舉而異動頻

仍，培訓的成效難以累積。 

王振鵠教授非常重視海峽兩岸圖書館界的交流，

於民國 79 年 9 月間應大陸圖書館學會邀請，和沈寶

環教授首次帶領國內圖書館界同仁前往大陸北京、

天津、武漢、上海等地訪問圖書資訊學系所及各級

圖書館，為兩岸圖書館界的交流揭開序幕。民國 82

年，由國立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系主辦之「圖書館與

資訊科學教育研討會」，王教授蒞會專題演講＜溝

通‧交流‧合作—共同促進中華圖書館事業的發展

＞，闡述如何推動海峽兩岸圖書館界的交流，認為

兩岸交流是基於可貴共識，已有良好開端；既要態

度積極，更需軔性精神；籌謀可行途徑，穩步紮實

推進。在籌謀可行途徑方面，王教授列舉數端，如：

邀請彼岸同道為本地圖書館學刊物撰文寫文章，系

統地介紹圖書館事業情況；系與系之間建立資料交

換關係；舉辦有關圖書館學資訊科學教育研討會；

積極創造條件開展圖書館學教師的互訪講學活動。

如今這些可行途徑均逐一實踐，獲致豐碩的成果。 

綜觀王振鵠教授四十餘年來有關圖書館學教育的

論著，無不與圖書館事業緊密連結，擴展圖書館學

教育為學校教育及在職訓練之圖書館學專業教育與

圖書館公眾教育，務求培訓的人才能貢獻於圖書館

事業的發展，強調理論與實務並重、具學科專長及

語文基礎，更重視專業信念與精神、服務觀念與態

度。當然，為全面提升我國圖書資訊學之研究水準

及圖書館服務的水平，王教授認為務必增設圖書館

學研究所，以提高人員素質。 

王教授雖積極引介及參考國外圖書館學教育制

度，但不全盤移植，重視我國文化的傳統及社會的

需求；面對資訊科技的發展及對圖書館學的衝擊，

王教授亦以其敏銳的洞悉力及開擴的胸襟，建議國

內圖書資訊學界整合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以因應

資訊社會的要求，並懇切期勉同道應深化圖書資訊

學研究，以便進一步建立我國圖書資訊學的哲學理

論與圖書文獻的組織體系。顯示王教授之高瞻遠

矚，將現代與傳統、西洋與本國互相包容之胸懷。 

王教授是名實相符的圖書資訊學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學者專家。他深刻體會基層同仁的需要，積極推

動在職訓練及輔導工作，使在職人員有機會接受新

知識及新技術的訓練，並加強中小學與鄉鎮圖書館

員的培養，以及使用者利用指導。顯現王教授對圖

書館事業及圖書館學教育的發展，視野宏觀，不忽

略任何環節。 

王教授將圖書館事業及圖書館學教育之視野擴展

至同屬中華民族的彼岸圖書館界，珍惜兩岸圖書館

界交流的機會，不辭辛勞，於兩岸間建立互動的橋

樑，促使兩岸同道為中華圖書館事業與教育共同努

力。 

總而言之，王教授為臺灣圖書館學教育奠定了深

厚的基礎，也帶領臺灣圖書館走過披荊斬棘的歲

月。他對圖書館學教育的瞻望及建議，多年來逐步

實現，有豐碩的成果，我們謹向王教授獻上最高的

敬意與謝意；尚未實現及需創新部分則有待後進繼

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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