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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圖書館是大學的心臟，說明圖書館是大學進

行教學、發展學術研究的重要泉源。為了更貼

近使用者的需求，大學圖書館開展許多創新服

務，以提升服務品質與效能，學科服務即為其

中之一。學科服務將圖書館整體服務以專業

化、主題化、客製化的方式透過學科服務呈現

給使用者，目前已成為國內大學圖書館提供專

業化服務的趨勢之一。本研究採問卷法調查國

內已實施學科服務的八所大學圖書館館長或

單位主管，了解目前各館經營與管理學科服務

的情形，包括（1）學科服務的現況；（2）大

學圖書館館長對於學科服務的態度與看法；以

及（3）學科服務的挑戰與未來。研究結果發

現，圖書館主管認為學科館員最需要的能力和

特質就是「具備人際互動與溝通能力」及「俱

備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善用創意」。而「學

科館員的學科專業知識」及「系所教師對於圖

書館的重視程度」是影響學科服務的最重要因

素。學科服務所遭遇到的困難是學科館員的

「學科專業知識不足」、「學科館員人力不足」

及「圖書館缺乏完善的評鑑及輔導制度」。而

就圖書館而言，學科服務對大學圖書館最大的

影響在於「增加與使用者的溝通聯繫」、「改

善圖書館的專業形象」、與「提升圖書館的服

務滿意度」。學科服務在臺灣仍屬起步階段，

我國的發展環境與歐美學術環境大不相同，大

學圖書館在推動服務時勢必不能全盤沿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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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經驗，因此希冀藉由本研究探討目前實施

的現況及面臨的困難及挑戰，以作為其他圖書

館推動學科服務時的參考。 

【Abstract】 

“The library is the heart of the university.” 
This quote indicates that the library holds the 
academic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y. In order to 
better satisfy users’ need, academic libraries 
have begun to provide many innovative 
services to enhance quality and functionality, 
and one of them is subject services. Subject 
services are provided through specialized, 
collection-based, and customized integral 
library services performed by subject 
specialists. This study utilizes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library directors or 
administrators from eight academic libraries, 
which have offered the subject services. It is 
intended to identify the questions and 
concerns of subject services regarding (1) the 
status of services provision; (2) library 
directors or administrators’ attitude toward and 
opinions on subject services; and (3)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ubject 
services. Subject services is not new in the 
academic librari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compared with the early-staged 
development in Taiwan. With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environment, academic libraries in 
Taiwan should develop its own path and 
priorities in implementing subject servic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shed light on better 
management and better service of subject 
services for other academic libraries. 

研究背景與動機 
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Charles W. Elliot把圖書館比

喻為「大學的心臟」，代表圖書館是大學進行教學、

發展學術研究的重要知識泉源。但在網際網路蓬勃

發展之下，網路資訊大量、快速、新穎、便捷的特

性改變了學術研究者的資訊使用習慣，開始運用搜

尋引擎或圖書館的電子資源查找資料，利用社交網

絡工具與研究夥伴相互討論、分享研究成果。大學

圖書館也加入更多電子書、電子期刊、資料庫等，

建造 24小時不打烊、零距離的數位圖書館來回應學

術研究社群的新式需求。但是對於許多教師和學生

而言，上圖書館或是使用圖書館服務僅是學術研究

社群眾多選擇之一。因此圖書館應該積極思考未來

角色與自我定位，探索圖書館對使用者的價值，改

變傳統等待讀者上門的思維，提供真正符合使用者

需求的服務，才能在二十一世紀的資訊潮流中找到

自我價值（林珊如，2006）。 

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館長Lizabeth Wilson 在分

享該館成為 2004年全美最佳圖書館的經驗時，認為

一個優秀的學術圖書館應該俱備三項關鍵因素：一

是圖書館的服務必須創新與創造來適應學術界的需

求；二是發展具有領導與前瞻性的服務項目；三是

和學校的師生發展實質且有效的聯繫（侯海珠、陳

冠華，2009）。所以大學圖書館開始從使用者需求角

度思索新的服務模式，而「學科服務」的概念即為

其中之一。學科館員（Subject Specialist）依照 The ALA 

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的定義為

「在特定學科或領域中具有專業知識的館員，負責提

供專門學科領域的館藏選購及評鑑、相關資訊服務及

編目組織的工作，又被稱為學科書目館員（Subject 

Bibliographer）」（Young & Belanger, 1983, p. 220）。學

科服務在歐美的大學圖書館中已是行之有年的制

度，以學科服務為主題的相關論述也頗為詳盡；中國

大陸的高等學校因看到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起而效

尤，目前已有 32 所「211 工程」重點高校開始推展

學科服務制度（張群，2008；陳瓊后，2007）。反觀

國內圖書館對於該項服務的研究較少，最早於 1975

年傅寶真發表「學科專家在蛻變中之大學圖書館」（傅

寶真，1975）、1989年由楊美華發表之「由學科專家

的角色扮演談大學圖書館館員的培育」（楊美華，

1989）、1990年李玉馨發表「未來國內大學圖書館設

置學科專家之研究」（李玉馨，1990）及 1994年林荷

鵑為文探討「大學圖書館設置學科專家之研究」（林

荷鵑，1994）。但以前瞻性眼光來看，若要追求專業

優質的服務，大學圖書館必須更重視服務及使用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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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需求，設置學科專家制度是提升圖書館服務及專業

形象的關鍵之一（吳明德，2006；張素娟，1997）。 

我國大學圖書館的學科服務首推由臺灣大學圖書

館於 1998 年 11 月起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2010），其他大學圖書館紛紛跟進，推行各種不同形

式的「學科館員」、「學科聯絡館員」或「資源學科

專家」制度；利用各種不同培訓管道，提升學科館

員的各種學科知識，以期滿足研究型讀者的需求，

建立圖書館的服務品質與專業形象。其成效目前雖

不得而知，但其提供系所教師專屬聯繫管道，在協

助圖書館建置核心館藏或推展機構典藏等業務上都

有很好的評價（陳光華、江玉婷，2006）。儘管我國

大學圖書館館員養成教育與學術發展及傳播環境與

國外學術環境差異性大，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但

學科服務已經引起大學圖書館的重視（楊美華，

1999；邱銘心，2009a）。大學圖書館在推動學科服

務時勢必不能全盤沿用歐美大學圖書館的做法，必

須找出適合我國國情的服務型態及發展策略，從管

理、人力資源、教育與培訓等方面以循序漸進的方

式執行（邱銘心，2009a）。 

因目前推動學科服務的圖書館仍屬少數，除了先

行實施的幾所大學圖書館外，許多圖書館都抱持觀

望的態度或是轉換型態，如朝陽科技大學圖書館及

景文科技大學圖書館等「圖書資訊教師」的制度，

聘請各系教師協助圖書館提供學科主題型服務（于

第，2003；于第、黃久華，2009）。因此，本研究以

已實行學科服務的八所大學圖書館之館長及單位主

管為問卷調查與訪談對象，探究圖書館主管身處於

經營管理階層之觀點，著重於了解（1）學科服務的

現況；（2）大學圖書館主管對於學科服務的態度與

看法；（3）學科服務的挑戰與未來。希冀能藉由本

研究探討國內各大學圖書館對於經營與管理學科服

務的看法，做為未來學者研究的基礎，也可以讓各

校分享具體可行的做法，彼此互相參考改進；並探

究各大學圖書館的管理者及學科館員在學科服務

面臨的困境及對未來的展望，期望從文獻中研擬改

善對策或執行方案，以做為圖書館邁向更優質、創

新服務的墊腳石。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大學圖書館學

科服務的定義，第二節探討學科服務的內涵，第三

節綜整學科館員的專業知能。 

學科服務的定義 
學科服務是指在大學或研究型圖書館中一種以學

科為主軸的服務方式，主要是依靠一群具有某一學

科專業背景、熟悉圖書館館藏及學科學術資源傳播

途徑，並具有敏銳的資訊組織加值能力的學科館

員。為因應使用者的個別需求，提升服務品質與專

業形象，學科館員另兼具與學科學術成員溝通聯絡

的任務，成為圖書館與學科系所溝通的橋樑。在

LISA（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中

關於學科服務有兩個條目，一為 Subject Specialists；

另一為 Subject Specialization。在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一書

中提到學科館員（Subject Librarian）是指「具有特

定學科知識並負責某些特定學科領域的館員，其工作

涵蓋館藏採購、編目及讀者服務。在美國被稱為編目

館員，在歐洲被稱為研究館員（Research Librarian）」

（Feather & Paul, 2003, p. 624）。Dictionary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則將學科館員稱為

subject specialist，是指「具有專門知識的館員，負

責某特定學科領域的資料選購、提供書目指引及參

考服務，在學術圖書館中通常都是以具有第二學科

領域碩士學位的館員擔任」（Reitz, 2004, p. 692）。 

Holbrook（1972）認為學科館員是指為特定學科領

域讀者而組織圖書館所有服務的圖書館員，其目的在

於將圖書館館藏及服務發揮至最大效益。高青（2009）

認為學科服務內容可以分為五大部分，（1）學科資源

與服務的推廣；（2）學科資訊知識的提供；（3）學科

主題知識庫的建置；（4）使用者資訊素養的培訓；（5）

提供便捷的資訊使用環境，其目的是提供學科主題服

務的機制幫助使用者從學科角度來使用圖書館的資

訊資源進行教學與研究，創造知識。然而，若只把學

科館員定義成「學有專精的館員或專責特定學科主題

的館員」，此定義顯得過於狹隘。廣義的解釋應增加

上「溝通聯繫」的範疇，認為學科服務是「處理圖書

館讀者有關學科資源的所有事情，以利資源的有效運



 

76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37（2）：73 – 93（October, 2011） 

用，並加強圖書館的公共關係」（Hardy & Corrall, 2007; 

Rodwell & Fairbairn, 2008）。 

因應不同的學科服務內容，負責學科服務的館員

也被賦予不同的職稱來彰顯他們的職責，從職稱的

改變就可看出學科服務內涵演變的端倪。美國大學

圖書館多以工作內容來稱呼學科館員，早期的學科

館員多被稱為 Area Bibliographer 或 Area Studies 

Librarian，主要是配合二次大戰之後興起的大量區

域研究。1970年代電子資源興起，逐漸取代紙本館

藏使用，學科館員的服務項目由館藏發展延伸至分

類編目及參考諮詢服務（Gaston, 2001），此時開始

稱為參考館員（Reference Librarian）或資訊館員

（ Information Librarian），增加了 Information 或

Reference字眼（Cotta-Schonberg, 2007）。 

學科服務的內涵 
本節分為學科服務的服務機制與學科服務的管理

機制，即分別從學科服務的內容面與經營管理面，

呈現學科服務之內涵。 

（一） 學科服務的服務機制 

學科館員的功能大致可以分為（1）館藏發展；（2）

參考服務；（3）系所聯絡；（4）分類與編目以及（5）

書目管理五種（Hay, 1990）。由於學科館員了解特定

學術領域文化，具有豐富的學科知識，因此在處理工

作任務時比一般館員（Generalist）或參考諮詢實習生

（Student Employee at the Reference Desk）更有效率

（Williams, 1991）。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健康科學圖書

館（Health Science Center Library,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簡稱 HSCL）於 1997年開始設置工作小組推

動該校的學科服務計畫（Library Liaison Program），

在其策略規劃中即提到該校的學科服務宗旨在於「促

進圖書館與學校成員建立教學、研究上的夥伴關係，

建立完善及有效的溝通機制」（Tennart, et al., 2001）。

此計畫將該校的學科服務分為七大部分：（1）溝通聯

繫工作；（2）館藏發展；（3）讀者利用教育；（4）使

用者服務；（5）資訊檢索；（6）館員專業發展及（7）

服務評鑑。前五項是屬於學科服務的服務機制，後兩

項則屬於圖書館內部的管理機制（Tennart, et al., 

2001）。本小節僅就前五項學科服務的機制分述如下： 

1. 溝通聯繫工作 

學科館員與系所使用者建立的正式、結構化的聯

繫管道可以有效活絡系所教師與圖書館之間的互動

模式。藉由學科館員中介者角色（Middleware）以及

對學科知識及資源的熟稔及對圖書館專業的嫻熟，協

助機構典藏或數位典藏計畫執行，亦作為系所教授與

圖書館的業務聯繫窗口（陳光華、江玉婷，2006）。

學科館員的溝通不是單向的，同時也是教師對圖書館

各項服務的諮詢窗口。不論是館藏薦購、參考諮詢、

整合課程教學設計或對圖書館的各種建議，學科館員

都應提供一站式服務（One-stop Shopping），自己解

決問題或轉介給合適的學科館員。 

2. 館藏發展 

學科館藏建置是學科館員首要的基本職責。大學圖

書館是為系所教職員與學生在教學研究及學習需求服

務，建構符合系所發展趨勢的核心館藏應為首要任

務，學科館員應在學校的宗旨、圖書館的政策與教師

的課程規劃下扮演溝通協調的角色。美國新澤西羅格斯

大學（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的調查

顯示由於圖書期刊或電子資源的費用大幅增加，更需要

學科館員從學科發展趨勢發展的角度來建構完整的館

藏發展政策。因此學科館員除了俱備學科知識、掌握學

科發展動向外，更需要熟悉館藏資源分配、學術傳播途

徑及經費規劃等溝通協調任務（Glynn & Wu, 2003）。 

3. 讀者利用教育 

有別於過去的圖書館導覽，傳統的參考櫃臺服務

或讀者教育已轉化為與系所課程結合的資訊素養教

學及制訂學科主題資源指引。學科館員化身為訓練

師、教師或學習輔助者，運用各種資訊技術規畫不

同使用族群及不同資訊需求的資訊課程（Hardy & 

Corrall, 2007; Martin, 1996；邱銘心，2009b）。因此

學科館員亦有可能是資訊素養教育館員、遠距教學

服務館員、數位學習課程設計者的結合；顯示參考

服務的重心轉向資訊資源管理，且朝複合式、主題

式的方向發展（陳瓊后，2007）。 

4. 使用者服務 

學科館員不單只是解決傳統的參考服務工作，還要

成為圖書館的行銷及公關大使，以達成圖書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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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式關係」的宗旨。因此學科館員必須熟悉負責

系所的教學研究活動，以「學科聯絡人」的角色明瞭

特定學科領域的需求，並熟稔圖書館的服務與資源以

滿足學術社群的需求（Tennart, et al., 2001）。 

5. 資訊檢索 

學科館員應該熟悉負責系所的學術傳播管道及系

所成員的資訊尋求行為，提供其最需要或最適合的

資訊。另外建置學科主題網頁也是提供資訊服務的

方法之一，一則可以展現學科館員對學科知識的專

業度，也可以使館藏資源得以有效運用，發揮極大

效益（Tennart, et al., 2001）。 

（二） 學科服務的管理機制 

要落實學科服務制度，圖書館首先應該建立良好的

管理制度，包括策略規劃、資源分配、人員培訓及激

勵保障制度等。潘芳蓮（2008）認為學科服務團隊應

該由圖書館館長－中階主管－學科館員組成，由館長

站在組織高層，以前瞻性、戰略性的角度規劃整體服

務；中階部門主管負責督導、考核；學科館員執行任

務，這樣才是個完整精良的團隊。由於多數探討學科

服務管理機制的文獻多從學科館員或是讀者的綜合

觀點為主軸，去檢視學科服務的管理成效，因此本節

文獻探討所呈現的也多為各方觀點的綜合分析。 

經過文獻探討歸納，學科服務的管理制度可以從

以下幾點來說明： 

1. 服務策略規劃 

策略規劃是實施服務的第一步，需要圖書館的決

策者，如館長，以戰略性的眼光來規劃。包括：（1）

提出學科服務的工作職責及任職資格，並提出學科

服務的目的與目標；（2）規劃學科服務所需的資源，

如人員數量、服務內容、經費等（Martin, 1996;潘芳

蓮，2008）。策略規劃的主要目的是要能了解使用社

群的需求、圖書館可運用的資源以及讓學科館員建

立學科服務的認知（Tennart, et al., 2001）。 

2. 館員的選拔與配置 

選拔合適的學科館員是影響服務品質及成效的重要

關鍵，如同臺大圖書館陳雪華館長認為「只要人對了

就好了」（耿詩婷，2009）。因此可以挑選館內具有參

考服務經驗、學科知識或興趣、工作能力強的館員來擔

任學科館員，因為他們對館藏資源及服務專業的熟悉，

可以節省培訓的時間和成本（Davis & Cook, 1996）。 

3. 館員的人員培訓 

美國專門圖書館協會（American Special Library 

Association）在 1996 年提出對 21 世紀專門圖書館

員的要求中把在職培訓、增加學科知識的途徑歸納

為三種，一是繼續進修課程，獲取學位；二是結合

實際工作、掌握基本知識、累積經驗；三是選修專

業課程，參加學科培訓，熟悉學科領域研究的最新

成果。參與培訓的方式多元，如選修系上的專業課

程，許多大學圖書館，如我國淡江大學圖書館非常

鼓勵館員修習學校專業課程；或是參加圖書館學會

舉辦的研習班或講習活動，亦是增進自我學習能力

的好途徑（胡波、李強，2005；陳瓊后，2007）。此

外，參與專門學科研討會提供具體實用的學習機

會，亦可提供館員與教師建立關係的良好機會，尤

其是在新興學門或跨學科領域之研究（Tomaszewski 

& MacDonald, 2009）。 

4. 建立激勵制度 

為了激發學科館員的服務理念，提升服務品質，

圖書館的決策者必須採取完善的激勵保障制度。如

給予獎勵、職務升級、鼓舞士氣及提高報酬等，或

是給與無形的獎賞--建立學科館員的成就感、個人成

長空間、自我實現及工作滿意度等（潘芳蓮，2008）。 

5. 建立完善評鑑、考核制度 

評鑑的目的不單只是評定學科服務績效的好壞，而

是調整服務運作機制使其更加完善。蔣家紅（2008）

認為學科服務績效評鑑體系應該以循序漸進的方式

產生，因為中國大陸的國情與資訊環境與歐美大學圖

書館有所差異，因此評核應該採取階段性、因館制宜

及個性化原則。評核可以採用質性或量化混合的方

式，運用質化手法可以評鑑學科服務的整體成效，包

括學科館員的服務能力、服務意識、服務積極性及使

用者滿意度；運用量化測量指標可以衡量學科服務執

行的情況及成效，才能獲得廣泛而深入的結果（于春

麗，2006；楊彥春，2009；蔣家紅，2008）。Yang（2000）

建議學科館員應該每年撰寫年度報告，針對所負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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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需求及提供的服務進行分析，以了解圖書館的服

務與讀者需求是否有落差。 

6. 行銷宣傳 

過去許多圖書館發現推行學科服務初期乏人問津，

經過大量行銷宣傳後，服務的曝光度增加，系所教師

開始體認圖書館的服務及學科服務的精神，使用率自

然大幅提升（Tennart, Cataido, Sherwill-Navarro, & 

Jesano, 2006）。美國康乃爾大學工程圖書館甚至在學

院大廳中設置諮詢臺，放置圖書館簡介或指引，每

天有兩小時由學科館員值臺，實踐「如果讀者不來

圖書館，那圖書館就必須走出去接觸他們。」的行

動理念。學科館員也將圖書館學科資源資訊網頁掛

在系所網站上，或是在學校的數位學習平臺中建置

「Ask a Librarian」 服務，讓研究社群可以很輕易

地接觸到圖書館資訊，才能提供無所不在的學科服

務（范愛紅，2008；魏令芳，2008）。 

學科館員的專業知能 
美國大多數的大學圖書館員職務都要求俱備美國圖

書館學會認可的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ALA-Accredited 

MLIS），學科館員通常會被要求有第二學科知識背

景；德國的學科館員不但要具有學科領域的博士學

位、兩年以上的圖書資訊服務經驗，還要獲得國家

資格考試認證（Ball, 2010）；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學

科知識只是學科館員的充分條件非必要條件

（Cataldo, Tennant, Sherwill-Navarro, & Jesano, 2006; 

Miller, 1977）；亦或有學者認為學科背景是學科服務

的基礎，只有深入學科領域知識，才能適切與研究

社群對話，進入學術知識傳播環境中（Pratt, 1991）。

在學科差異部分，文學或藝術學科的教授對於學科

館員的專業性要求較高，反觀理工科系的教授對則

更希望能從學科館員身上得到更多非學科方面的服

務（Yang, 2000）。Pinfield（2001）則認為即使醫學、

法律及商管學科的學科館員資格要求較為嚴格；但

根據經驗，如果學科館員具有良好的專業特質，尤

其是反應靈活、學習速度快，依然可以展現優質的、

有效率的服務。 

根據許多學科服務的使用調查，學術研究社群對於

學科館員的核心能力優先順序為（1）工作態度；（2）

溝通能力；（3）資訊技術；（4）圖書資訊能力；（5）

學科知識：（6）外語能力（Yang, 2000；王燕海、盛春

蕾、范廣兵，2008）。Rodwell（2001）認為優質的學

科服務不在於強調學科知識的廣度，因為學科館員是

無法成為所有學科的專家。Hardy & Corrall（2007）根

據學科館員工作內容的轉變，對於學科館員的核心工

作能力要求也有所不同，區分為四大類：（1）圖資專

業能力；（2）資訊技術能力；（3）教學規劃能力；（4）

人際溝通能力。由此可見，學科館員從傳統的「參考

諮詢工作」及「讀者服務」變成「學科資源引介」及

「學術資源教學指引」；學科館員不單是要熟悉各種電

子資源，還需要學習團隊合作、方案規劃、學習新的

教學科技工具、架設線上自學或遠距學習系統。根據

上述變革，學科館員要化身為課程設計館員、遠距教

學館員，規劃學術資源檢索教學網站，或是架構學術

資源入口網站，引介各種網路資源。此時學科館員「人

際溝通能力」就顯得比學科專業知識重要，其中包括

口語及書寫的溝通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及創意思考等

（Biddiscombe, 2002）。邱銘心（2009b）運用文獻分析

與焦點訪談法架構出 17 項學科館員的個人態度與特

質，並分別從美國大學圖書館館長與學科館員的角

度評選出學科館員最重要的核心工作能力，將兩者

結果進行交叉比對。結果發現大部分的館長與館員

都認為「展現專業執行上的多元化及適應力」與「熟

悉學科領域的研究社群」兩項最為重要。顯見學科

館員的工作從傳統的「知人、知書」轉化為學科導

向的研究社群及研究資源、研究脈動。另一大趨勢

就是學科館員必須展現良好的適應能力，以面對工

作多元的變化與挑戰。 

研究方法 

定義 
為了確保本研究在進行取樣時的一致性及代表

性，針對以下三個關鍵名詞規劃出其操作型定義： 

（一） 學科館員（Subject Specialist） 

由於 ALA 學科館員是指在特定學科領域內負責

圖書館業務的大學圖書館館員，包括館藏規劃建

置、諮詢服務及對系所聯絡窗口。學科館員的主要

任務是做為圖書館與讀者與學科館藏之間的橋樑，

蒐集整理學科館藏，主動提供各種資訊服務，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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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系所教師與圖書館的服務管道。學科館員應俱備

圖資專業能力，並了解所屬學科專業知識，熟悉服

務對象的資訊管道及資訊尋求行為。 

（二）大學圖書館（Academic Library） 

大學圖書館係指由教育部高教司定義之大學所附設

圖書館，其目的在蒐集、組織與運用圖書資訊資源，

以達到其支援教學、發展研究及推廣學術的使命。 

（三）學科服務（Subject Services） 

學科服務是在大學圖書館中一種以學科為主的服

務模式，主要是依靠一群具有某一學科專業背景、

熟悉圖書館館藏及學科學術資源傳播途徑，並具有

敏銳的資訊組織加值能力的圖書館員。為因應使用

者的個別需求，提升服務品質與專業形象，學科館

員兼具與學科學術成員溝通聯絡的任務，成為圖書

館與學科系所溝通的橋樑。 

研究對象 
學科服務在國內尚屬新興服務，因此本研究以已

實施學科服務的大學圖書館為研究場域。首先調查

教育部統計處 98學年度資料統計中 105所大學圖書

館及技職體系大學圖書館，以網頁搜尋或電訪方式

詢問是否提供學科服務，有提供學科服務的定義為

「大學圖書館中設有專人提供特定學科領域系所師

生所需服務者，如館藏發展、資訊素養課程及系所

聯繫等」。確認名單中共有八所大學圖書館符合本研

究對於學科服務之定義（見表 1）。因此本研究的研

究對象是表 1 所列八所大學圖書館的館長或負責學

科服務的單位主管，探討該館實施學科服務的現況

以及其對學科服務的看法。在研究結果呈現中，每

一所大學圖書館館長均會依照被訪談的順序給予一

個代號，從 L1至 L8。 

本研究調查共八所大學圖書館的學科服務，為數

雖不多，但總括一般體系的國立大學、師範院校、

私立大學及技職體系大學圖書館，可勾勒出不同類

型大學圖書館對於學科服務的發展情況。以學科特

性觀察，臺大圖書館、中興大學圖書館、淡江大學

圖書館、逢甲大學圖書館為綜合領域；政大圖書館、

臺師大圖書館則以人文社會領域見長；交大圖書館

則以理工科系著稱；輔英科技大學圖書館則以醫學

護理為主，足以涵蓋各種學科領域的學科服務類

型。這其中又有四所大學為教育部公告 99年度頂尖

大學名單、餘三所大學圖書館也在教學卓越計畫獎

勵名單中；此外有六所大學設有圖書資訊相關系

所，且四所大學圖書館目前為圖資專業領域的教授

擔任館長，能夠將圖書資訊學中使用者導向服務理

念貫徹於學科服務內涵中。技職體系學校與一般體

系學校性質不同，資源規模也差異較大，不應拿來

與綜合大學圖書館相比較，但在服務內涵的認知卻

是一致的，藉此也可以看出技職院校不同的特性。 

大部分的圖書館只有 2－5年的學科服務歷史，僅

臺大圖書館 10 年前即開始推展學科服務。若依照

98年圖書館年鑑中各大專院校圖書館的統計數字來

比較，平均服務人口數為 15,982 人、館員人數 21

人、館藏量 512,269 冊；科技大學部分平均服務人

口為 8,374、館員人數 8.17人，館藏量 189,219冊。

表 2列各館的服務人口、館員人數及館藏量統計數字

都在平均值上下，或高於平均值。顯見能提供學科服

務的圖書館都是頗具規模以上的圖書館，且多為教育

部公布的頂尖大學或教學卓越大學名單的學校。 

表 1 八所大學圖書館學科服務一覽表 
學校名稱 學科服務開始時間 服務人口數 館員人數 學科館員人數 館藏量 
中興大學 2002年 1月 14,740 38 5 768,269 
臺灣大學 1998年 11月 34,052 174 17 3,473,431 
臺灣師範大學 2009年 9月 13,742 67 12 1,427,818 
交通大學 2006年 5月 13,335 49 5 1,158,192 
政治大學 2009年 5月 14,617 87 15 3,316,368 
淡江大學 1999年 24,775 45 6 1,163,638 
逢甲大學 2001年 8月 19,067 36 6 約 710,000 
輔英科技大學 2005年 9,643 9 6 216,61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調查時間至 99年 7月止） 



 

80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37（2）：73 – 93（October, 2011） 

資料蒐集 

（一）問卷編製 

蒐集相關資料進行文獻分析，了解學科服務的意義

與基本內涵與發展歷史，學科館員在大學圖書館中扮

演的角色、功能及特質，及國外大學圖書館學科服務

施行的相關論述，作為論文撰寫的主要架構及問卷編

寫的依據。依據文獻分析結果，編製「大學圖書館館

長對學科服務之態度調查問卷」。前置研究的目的是在

了解問卷中各題項的措詞是否正確、清晰，研究者依

據文獻分析結果，配合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設計問卷

選項，先請二位圖資界教授進行專家審查，再以立意

抽樣的方式分別邀請一位圖書館負責學科服務的單位

主管及二位學科館員進行前置研究填答結束後，依據

受試者對於問卷設計的疑慮及改善意見予以修正。修

訂後的正式問卷共分為三部分：學科服務現況、圖書

館館長對推動學科服務之看法、以及圖書館館長對於

大學圖書館學科服務的未來發展與趨勢看法。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透過電訪過程取得表一所列示之八所目前已

實施學科服務的大學圖書館館長或單位主管的聯絡方

式，以郵寄方式發送問卷，由館長或負責學科服務的

單位主管進行填寫。自 99年 10月中旬開始共寄發八

份，於 11月上旬開始催覆、整理，答覆不完整的地方

再以電話查詢，發放問卷全數回收，回收率為 100%。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首先將問卷實際作答情形，依據研究問題統計分析

問卷各項題目，將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學科服務

的現況以及對於學科服務的看法進行編碼，封閉型問 

題利用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SPSS For Windows 

17.0 中文版」進行資料分析。分析時採用敘述性統計

呈現調查結果；開放性問題之填答意見以人工方式進

行彙整，最後依據資料數據進行資料分析與解釋。 

研究結果 
依據本研究的三個研究目的，研究結果分為三個

面向呈現，先就目前八所已實施學科服務的大學圖

書館服務現況進行了解，其次分析大學圖書館館長

對學科服務的態度與看法，最後針對學科服務的挑

戰與未來進行省思。 

大學圖書館學科服務現況 

（一）學科服務實施現況 

1. 學科服務負責組別 

圖書館中負責學科服務的組別列於表 2，可見大多

數圖書館由參考諮詢組／推廣組負責，少數圖書館由

流通／典閱、採訪編目負責。部份學術圖書館設有分

館，如臺大圖書館、政大圖書館及臺師大圖書館，這

些圖書館在總館會有主要負責學科服務的組別，在分

館因館員人數較少的情況下，分配業務時通常都是全

員參與，所以也會有負責流通典藏的館員參與其中。

各圖書館中負責學科服務的館員其職稱有 4個館稱

為「學科館員」，有 4個館仍以「參考館員」自稱，

其中兩館之學科服務是以學院為單位，所以為「學院

參考館員」，另兩館的學科館員並無特定職稱，所以

就以一般對圖書館員的稱呼為參考館員。對照歐美大

學圖書館學科館員的職稱，我國對於圖書館員的職稱

比較單一，多數就稱為館員，或再加上業務頭銜區 

 
 
表 2 各館學科服務負責單位一覽表 
學校名稱 負責組別 館員職稱 
中興大學圖書館 參考服務組、採訪編目 參考館員 
臺大圖書館 閱覽組學科服務股 學科館員 
臺師大圖書館 推廣服務組 學科館員 
交大圖書館 參考諮詢組 學院參考館員 
政大圖書館 推廣服務組、流通典閱 學科館員 
淡江大學圖書館 參考服務組 參考館員 
逢甲大學圖書館 參考服務組 學院參考館員 
輔英科技大學圖書館 全館參與 學科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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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如參考館員、編目館員，所以對於學科服務的

館員也都稱為「學科館員」；不似歐美圖書館有

subject librarian、 information librarian 或 liaison 

librarian等稱謂。在訪談中有圖書館主管體認到，有

些圖書館認為學科服務還在起步階段，尚未真正達

到專精於學科資訊的服務，所以目前以參考館員來

稱呼，是避免引起使用者投以過多的期待。 

2. 實施動機 

根據表 3 得知，圖書館認為推動學科服務最主要

的動機為「提升圖書館的服務品質」（100%）、「配

合教學與研究需要」（87.5%）及「增進圖書館的專

業形象」（75%）、「增進圖書館與讀者的溝通管道」

（75%）、「推廣圖書館的服務與政策」（75%）、「建

立與系所教師的夥伴關係」（75%）。因此學科服務

主要還是要使圖書館能更貼近讀者需求，特別是教

學與研究者的需求，來提振服務品質及專業形象；

藉由專屬的服務管道，使得系所師生感覺倍受尊

重，建立與圖書館的友好關係，進而推展圖書館的

各項服務及政策。值得一提的是，有七個圖書館認

為學科服務是要配合研究者需求，但有四個圖書館

勾選「配合學生的需求」，所以學科服務的優先順序

還是以系所教師為優先，學生次之。 

此外，有一館提到該校設置學科館員的動機是為

了「推動機構典藏」。因目前大學圖書館建置機構典

藏蔚為風潮，需要學校教師大力配合，且機構典藏

有助於提升系所教師的學術著作影響力，因此教師

配合度通常都很高，而圖書館多半都會設置一對一

的連絡窗口，以利業務順利推展。藉由機構典藏的

需要設置圖書館學科館員，培養學科館員與系所教

師的情誼，再慢慢將服務擴及學科主題資源上，亦

是一種推展學科服務的好方法。 

 

 
表 3 圖書館推動學科服務的動機調查表（複選題） 

服務動機 個數 觀察值百分比 
提升圖書館的服務品質 8 100.0% 

配合教學與研究需要 7 87.5% 

增進圖書館的專業形象 6 75.0% 

增進圖書館與讀者的溝通管道 6 75.0% 

推廣圖書館的服務與政策 6 75.0% 

建立與系所教師的夥伴關係 6 75.0% 

配合學生的需要 4 50.0% 

了解讀者的看法 4 50.0% 

學習其他圖書館的作法 1 12.5% 

其他 1 12.5% 

 

3. 實施目標 

圖書館認為推動學科服務應建立的目標如表 4 所

列，八所圖書館都認為「提升圖書館的服務滿意度」

（100%）是學科服務最重要的目標，與上題實施學

科服務的動機「提升圖書館的服務品質」可以對應、

七成五的圖書館認為「增加館藏使用率」（75%）及

「增加電子資源使用率」（75%）亦與「推廣圖書館

的服務」相對應。 

有兩個圖書館提到未納入問卷選項上的目標，一

是「培養讀者圖書資訊素養能力」。學科服務的內容

之一就是提供書目指導課程或是配合教師課程設計

各種資訊素養課程，所以提升讀者資訊素養能力是

正面的指標；另一個目標是「提高機構典藏上傳

率」，亦是配合圖書館的機構典藏工作，加速業務推

展腳步。另外，「降低讀者抱怨度」若持正面的態度

去理解，也許可以採「滿足讀者需求」的角度說明

大學圖書館在回應讀者需求時的積極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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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圖書館推動學科服務的目標調查表（複選題） 

目標 個數 觀察值百分比 
提升圖書館的服務滿意度 8 100.0% 
增加館藏使用率 6 75.0% 
增加電子資源使用率 6 75.0% 
增加使用者溝通管道 5 62.5% 
提升圖書館的能見度 4 50.0% 
降低讀者抱怨度 3 37.5% 
提升到館人次 2 25.0% 
其他 2 25.0% 

 

（二）學科服務範疇 

八所大學圖書館的學科服務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如

表 5 統計，最多圖書館提供的服務為「資訊檢索服

務」（87.5%），其他的依序是「圖書館各項服務介紹」 

（75%）、「參考諮詢服務」（75%）、「電子資源介紹」

（75%）、「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75%，、「系所聯

繫」（75%），以「支援／參與系所學術活動」（37.5%）

最少。所有選項都被勾選過，顯示圖書館館長或主

管們都認為這些服務項目是必要的。 
 
表 5 學科服務提供的項目統計表（複選題） 

服務項目 個數 觀察值百分比 
資訊檢索服務 7 87.5% 

圖書館各項服務介紹 6 75.0% 

參考諮詢服務 6 75.0% 

電子資源介紹 6 75.0% 

配合課程，安排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 6 75.0% 

系所聯繫 6 75.0% 

學科文獻資源收集 5 62.5% 

編製學科資源指引 5 62.5% 

圖書館導覽 5 62.5% 

館藏薦構 4 50.0% 

支援／參與系所學術活動 3 37.5% 

 

（三）學科館員負責工作項目 

調查中所有的大學圖書館其學科館員除了本身應

擔負之學科服務外，都需另外負責其他工作，顯示

目前在臺灣並無專職學科服務館員，統計結果如表

6。比例最高的是「參考服務」（100%），工作內容

包括參考櫃臺輪值、參考館藏管理、館際合作、指

定參考書等。此外有三個圖書館學科館員另有流通

典藏工作，應該是分館館員人數少，所以流通典藏

館員亦須擔任學科服務。從「其他」選項中發現許

多學科館員都會擔負「任務編組」或臨時交辦事項，

也可看出學科館員負有與系所連繫功能，因此在館

內的各種臨時編組或任務團體中，都有學科館員置

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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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學科館員負責工作項目表（複選題） 

學校 
是否

專任

負責工作 
參考服務 流通典藏 採訪編目 期刊 系統 其他 

中興大學圖書館 否 V     推廣活動，資料

庫採購、志工 
臺大圖書館 否 V     任務編組 
臺師大圖書館 否 V V     
交通大學 否 V      
政大圖書館 否 V V     
淡江大學圖書館 否 V      
逢甲大學圖書館 否 V     任務編組 
輔英科技大學圖書館 否 V V V V V  

 

（四）學科服務館員學科背景 

表 7 為各圖書館學科館員的人數及其碩士學歷以

上、具有圖資學位學歷及非圖資學位學歷人數的比

例，大部分的學科館員具碩士學歷以上的比例近六

成（59.72%），具有圖資學位更高達八成（88.88%），

顯見其圖資專業性非常高。具有非圖資學歷者只有

10人，佔總人數比例一成（13.88%）；若依據 ALA

之標準來衡量國內學科館員的學科背景，則能發現

透過正式學位進修來習得學科知識的館員比例偏

低，與歐美各國之大學圖書館要求學科館員必備其

他學科領域學位的情形出現明顯的落差。另外政大

圖書館及中興大學圖書館的學科館員圖資學歷比例

與非圖書學位比例加總超過 100%，推論是因為有些

學科館員同時兼俱圖資及非圖資學歷兩種資歷，在

計算人數上產生的誤差所致。 

 

 
表 7 學科館員的人數及學歷統計表 
圖書館名稱 學科館員人數 碩士比例 圖資學位比例 非圖資學位比例 
中興大學圖書館 5 60% 60% 60% 
臺大圖書館 17 70.58% 88.23% 11.76% 
臺師大圖書館 12 41.66% 83.33% 16.66% 
交大圖書館 5 80% 100% 0% 
政大圖書館 15 73.33% 93.33% 20% 
淡江大學圖書館 6 50% 100% 0% 
逢甲大學圖書館 6 50% 100% 0% 
輔英科技大學圖書館 6 16.66% 83.33% 16.66% 

總計 72 59.72% 88.88% 13.88% 

 

（五）學科服務制度的規範 

標準化的作業流程可以減少服務品質的不確定

性，讓提供服務的學科館員明瞭工作內容和職責，

減少錯誤率及修正的成本，有助於提升整體服務品

質。各圖書館是否有制定學科服務的相關規範調查

結果如表 8所示，有六個圖書館制定了「工作手冊」

或「職務說明書」以規範學科館員應該負責的工作。

有三個圖書館制定標準作業規範（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簡稱 SOP），詳細說明學科館員的工作流

程及步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淡江大學圖書館訂

有「績效考核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簡稱 KPI），則為其他圖書館所未見的。可見最常使

用的規範方式為工作手冊或職務說明書，這兩種都

是一般人事管理必備的文件之一；而國內圖書館不

若歐美或中國大陸圖書館從全館徵選學科館員，多

半是由參考服務／推廣組館員擔任，因此沒有訂定

學科館員的選拔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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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館學科服務工作規範一覽表 

圖書館名稱 工作手冊 職務說明書 服務規範
標準作業規範

（SOP） 
績效考核 
指標 

學科館員 
選拔標準 

無 

中興大學圖書館       V 
臺大圖書館 V V      
臺師大圖書館 V  V V V   
交大圖書館  V  V    
政大圖書館       V 
淡江大學圖書館 V  V V V   
逢甲大學圖書館  V      
輔英科技大學圖書館  V V     
總計 3 4 3 3 2 0 2 

 

（六）學科館員的培訓模式 

學科館員對於學科知識及資訊專業能力要求很

高，因此學科館員必須不斷加強自我能力。從表 9

可以看出各圖書館對於學科館員培訓的方式。最常

見方式為「參與圖書館相關學會辦理之培訓課程」

（62.5%）與「要求館員自我進修」（62.5%），有兩

所學校「提供旁聽或選修學校的正式課程」（25%），

有兩所學校則未提供類似培訓活動（25%）。問卷設

計中並未設限相關培訓課程必須直接與學科館員業

務有關，所以亦有可能是學科館員因個人工作需要

參與各種培訓課程，如參考諮詢、網頁設計、數位

教學等。由此可見大部分的圖書館本身對於學科館

員的能力養成工作都是倚賴圖書館學會推動或是要

求館員自己在職進修，比較缺乏主動性規劃或是對

館員強制性要求。不論圖書館採行哪種培訓方法，

重要的是管理階層應該鼓勵學科館員保持主動積極

的活力與熱情，運用激勵手法使學科館員透過各種

機會或管道加強自己的學科知識，或是舉辦各種討

論會，讓學科館員彼此分享經驗。 

 

表 9 各館學科館員培訓管道統計表（複選題） 
培訓管道 館數 觀察值百分比 
參與圖書館相關學會辦理之培訓課程 5 62.5% 
要求館員自我進修 5 62.5% 
參與專門學科的學會活動 2 25% 
提供旁聽或選修學校的正式課程 2 25% 
參與系上的學術活動 1 12.5% 
未提供 2 25% 
其他 0 0% 

 

（七）圖書館學科服務的推廣方式 

優質的服務，需要積極的宣傳與推廣，才能將服

務的觸角伸及相關使用者族群。總體而言，大部分

的圖書館都是透過「網頁介紹」（75%）進行行銷推

廣，其中包括服務網頁、學科館員介紹個人網頁等。

除此之外，「口頭宣傳」（62.5%）及「Email」（62.5%）

或「活動宣傳」（50%）是最常用的方法。也有部分

圖書館藉由以 Web 2.0 概念為基礎的服務，如部落 

格（9.4%）或是社群網站（6.3%），希望透過Web2.0

社交串聯快速的傳播方式，把服務的訊息推廣出去

（見表 10）。若依照行銷五大溝通工具來區分，圖書

館最常使用的方式為廣告（網頁、館訊電子報）和直

效行銷（Email），其次才是促銷，如舉辦活動宣傳，

但是廣告和直效行銷都是屬於單向溝通的方式，不容

易得到使用者回饋，宣傳績效也不明顯，因此建議圖

書館可以製作學科服務單張摺頁，於新生訓練或是拜

訪系所教師時運用，實為有效之宣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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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各館學科服務宣傳方式統計表（複選題） 
宣傳方式 館數 觀察值百分比 
網頁介紹 6 75% 
口頭宣傳 5 62.5% 
E-mail 5 62.5% 
活動宣傳 4 50% 
館訊或電子報 4 50% 
部落格 3 37.5% 
Facebook、Twitter、Plurk 2 25% 
公文通知 2 25% 
校務會議或院／系務會議 1 12.5% 
海報／文宣介紹 0 0% 

 

大學圖書館館長對學科服務的態度與看法 
大學圖書館館長或單位主管對於學科服務的看

法，包括晉用及分配學科館員的原則，對學科館員

工作態度和特質的認知；探討影響學科服務的因素

及所遭遇到的困難，最後探討館長或單位主管對於

學科服務的發展及未來趨勢的看法。 

（一）晉用／分配學科館員之原則 

1. 晉用學科館員之原則 

選拔合適的學科館員是影響服務品質及成效的重

要關鍵，因為他們對館藏資源及服務專業的熟悉，

可以節省培訓的時間和成本。表 11是各圖書館挑選

學科館員之原則的調查結果，雖然各圖書館並沒有

訂定「學科館員選拔標準」的作業規範，但管理階

層仍有基本依循的準則。最主要考量的指標是「館

員的個人能力」（62.5%）與「館員的個人特質」

（62.5%），而「館員的學科背景」僅佔 50%，可見

大部分的圖書館館長或單位主管都認為個人的能力

與特質對於工作績效的影響大於他的學科背景。在

其他的選項中，有圖書館提到並沒有特定學科館員

選擇標準，就是依照參考館員選擇方式來判定，或

是遷就分館或系所所在位置，任用該館的館員為學

科館員。

 

表 11 各館挑選學科館員原則統計表（複選題） 
原則 館數 觀察值百分比 
館員的個人能力 5 62.5% 
館員的個人特質 5 62.5% 
館員的學科背景 4 50% 
館員資歷 4 50% 
館員的個人興趣 3 37.5% 
主管指派 3 37.5% 
館員的外語能力 3 37.5% 
其他 2 25% 

 

2. 分配學科領域的原則 

至於館員的學科背景是否是圖書館分配服務學

科領域的依據呢？表 12 為圖書館學科館員分配服

務系所的原則調查結果，可發現各圖書館間的做法

較不易取得共識，但 50%的圖書館認為「館員的個

人能力」、「館員資歷」是比較優先的選項，依舊高

於「館員的學科背景」（37.5%）。綜合上述兩個題

項來看，儘管圖書館總是認為學科知識背景是影響

大學圖書館學科服務的重要因素，但是圖書館館長

或單位主管在挑選學科館員或是分配服務系所時

的標準時，「學科背景」只是重要因素，非主要或

絕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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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各館學科館員分配系所原則統計表（複選題） 
原則 館數 觀察值百分比 
館員的個人能力 4 50% 
館員資歷 4 50% 
館員的學科背景 3 37.5% 
館員的個人特質 3 37.5% 
館員的個人興趣 3 37.5% 
主管指派 3 37.5% 
其他 1 12.5% 

 

（二）學科館員所需俱備的工作態度與特質 

從上題調查結果及文獻分析中都可以印證學科館

員個人工作能力的重要性大於學科能力，那麼哪些

工作態度與個人特質是圖書館館長或單位主管最重

視的呢？表 13 是各圖書館認為學科館員所需的工

作態度與特質之調查結果。所有的受訪主管一致認

為「俱備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善用創意」

（100%）是最重要的項目，其次是「俱備人際互動

與溝通能力」（87.5%），第三順位略顯分歧，包括「俱

備口語及書寫的專業溝通能力」（75%），「俱備獨立

工作的能力」（75%）及「展現專業執行上的多元及

適應力」（75%）等。可見圖書館館長或單位主管們

認為學科服務正在開創階段，許多問題都需要學科

館員發揮創意，勇於面對問題解決困難，並要積極

與系所師生交流互動，肩負「圖書館大使」的任務，

良好的人際互動與溝通能力有其必要性。 

此項調查結果與邱銘心（2009b）之調查結果差異

很大，在其調查結果中館長或單位主管勾選的選項

中最重要的項目為「展現專業執行上的多元及適應

力」（59%）及「熟悉學科領域的研究社群」（54%），

而「俱備人際互動與溝通能力」和「俱備分析及解

決問題的能力／善用創意」都無人勾選，推論其差

異性應該在於該研究中所調查的北美地區大學圖書

館學科服務已頗具規模，而我國的發展尚淺，因此

對於人員素質的要求也不盡相同。 

 

 

表 13 學科館員所需的工作態度與特質統計表（複選題） 
特質 館數 觀察值百分比 
俱備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善用創意 8 100% 
俱備人際互動與溝通能力 7 87.5% 
俱備口語及書寫的專業溝通能力 6 75% 
俱備獨立工作的能力 6 75% 
展現專業執行上的多元及適應力 6 75% 
展現對專業的熱誠 5 62.5% 
表現求知慾 4 50% 
熟稔學科領域的慣用術語 4 50% 
勇於面對及挑戰改變 4 50% 
執行學科領域的研究，並能選擇符合學科領域的觀點及

研究方法 
4 50% 

展現學術研究上的多元化及適應力 3 37.5% 
了解資訊結構 2 25% 
俱備領導統御能力 2 25% 
展現多元族群的承諾 1 12.5% 
熟悉學科領域的社群 1 12.5% 
適應群體合作的工作環境 1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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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學科服務的因素 

本研究根據過去文獻整理出影響圖書館學科服務

的因素，以五等度李克特量表，針對圖書館館長或

單位主管的看法進行調查，1分是非常不重要、5分

是非常重要，統計結果如表 14所示。統計結果顯示

所有的選項平均分都偏高，表示館長或單位主管們

基本上都很認同這些影響因素，平均分數最高的前

三項是「學科館員的服務熱忱」（4.88 分）、「學科

館員的工作態度」（4.75 分）及「學科館員對學科

主題的熟悉度」（4.63 分）、「系所教師對圖書館的

重視程度」（4.63分）。可以看出學科館員的工作態

度與熱忱是最重要的關鍵，大於學科服務的資源、

制度等管理層面的因素。因此管理階層的工作應該

是挑選對讀者服務有熱情的館員，輔以良好的學科

專業知識訓練，並提供良好的激勵措施，自然能訓

練出精良有活力的學科館員團隊。有了良好的工作

態度與熱忱，學科館員若能掌握學科主題內涵及發

展趨勢，加上系所師生能夠重視圖書館，改變對圖

書館傳統服務的刻版印象，學科服務的成效自然水

到渠成。 

 

表 14 影響圖書館學科服務的因素 

影響圖書館學科服務的因素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 百分等級（%） 
學科館員的服務熱忱 4 5 4.88 97 

學科館員的工作態度 4 5 4.75 93.75 

學科館員對學科主題的熟悉度 4 5 4.63 90.75 

系所教師對圖書館的重視程度 4 5 4.63 90.75 

系所學生對圖書館的重視程度 3 5 4.5 87.5 

圖書館系所之間的友好關係程度 3 5 4.5 87.5 

學科館員的工作負荷量 4 5 4.38 84.5 

學科館員的圖資專業能力 3 5 4.38 84.5 

學科服務的行銷工作 4 5 4.38 84.5 

學校高層對圖書館的重視 3 5 4.38 84.5 

圖書館其他單位對學科服務的支援程度 3 5 4.25 81.25 

學校其它單位對圖書館的支援程度 3 5 4.13 78.25 

學科館員的工作複雜程度 2 5 3.88 72 

學科服務的管理制度 3 5 3.88 72 

學科服務資源平臺的建置 3 5 3.87 71.75 

支援學科服務的經費預算 2 5 3.63 65.75 

學科館員獨立研究的能力 3 5 3.62 65.5 

 

（四）學科服務對於圖書館的影響 

表 15 是詢問圖書館館長或主管認為圖書館提供

學科服務後對圖書館產生的改變，圖書館都認為學

科服務可以「增加與系所教師溝通次數」（100%），

其次是「提升圖書館的服務滿意度」（87.5%）與「改

善圖書館的專業形象」（87.5%）。對照前述題項中

的學科服務實施目標來檢驗達成率，「提升圖書館

的服務滿意度」有明顯的改變，但「增加電子資源

使用率」及「增加館藏使用率」僅達成 62.5%及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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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各館認為學科服務對圖書館的影響統計表 

影響 館數 觀察值百分比 
增加與系所教師溝通次數 8 100% 

提升圖書館的服務滿意度 7 87.5% 

改善圖書館的專業形象 7 87.5% 

增加電子資源使用率 5 62.5% 

增加圖書館的能見度 4 50% 

增加資料庫講習課程次數 4 50% 

增加館藏使用率 3 37.5% 

降低讀者抱怨程度 1 12.5% 

 

學科服務的挑戰與未來 

（一）學科服務所面臨的挑戰 

本研究將學科服務所面臨的挑戰分成制度、資

源、館員能力及館員態度四個面向來探討。從統計

的結果表 16觀察，四個面向中僅學科館員「缺乏服

務學科專業能力」（100%）獲得的全然共識，其次

是「缺乏完善的評鑑及輔導制度」（75%）及「人力

不足」（62.5%）的問題，而這三大原因亦是圖資界

長期以來難以解決的困境。與前一題項相對應來

看，影響學科服務的因素來自於學科館員的熱忱、

工作態度與對學科主題的熟悉度，工作態度和熱忱

可以運用激勵手段或是管理機制來正向增強，但是

培養學科館員對於學科主題的熟悉度在現行圖書館

人才養成及招募的條件下必須花長期的時間培育，

不易立即達成效果，但又是推動學科服務必要的關

鍵，因此如何能夠增強學科館員的學科專業能力實

為圖書館管理階層或圖資教育人士必須深思的問

題。由於國內的學科服務剛起步，許多服務及制度

仍在探索階段，因此大部分的圖書館都是抱持邊做

邊學的態度，此時若有主管單位或是學會能夠建置

相關評鑑或輔導制度供各圖書館參考，將會有很大

的助益。人力不足問題普遍存在於各圖書館，學科

服務必須投入大量人力資源，在歐美或是中國大陸

的實例當中，許多圖書館也是從兼職人員逐步推展

至專職服務人員；因此圖書館如何爭取更多的人力

資源或是改善圖書館人力資源結構，是推動學科服

務刻不容緩的事情。 

（二）對未來發展及趨勢的看法 

在開放式問卷答題中，八所大學圖書館的館長或

主管肯定學科服務的重要性，認為這是推動學校邁

向優質服務的長期目標，列舉陳述如下： 

「圖書館學科服務可以提升學生之資訊素養技

能。」（L5） 

「個別化與客製化服務為提升服務形象之基礎。」

（L3） 

但是亦有圖書館提到目前各圖書館的學科服務落

差很大，距離真正理想的學科服務還有很大的進步

空間，因此圖書館未來還需要不斷努力。 

「學科館員工作程度差別可以很大，圖書館、教

師對學科館員的期望及館員本身的態度，都是影響

工作深淺的重要因素，此業務在本館來說發展空間

還很大。」（L2） 

圖書館普遍認為主動性是很重要的，學科館員應

該主動出擊，加強與系所的合作，提升自我能力，

並爭取更多的資源： 

「主動參與為校園推廣的必要條件。主動進入教

學活動為一基石。系所拜訪與老師拜訪為可行性探

勘考量。」（L3） 

「未來圖書館應與系所加強合作，以訓練學生蒐

集組織分析及評估資訊，進而培養學生專業知能及

競爭力。」（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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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各館認為學科服務所面臨的挑戰統計表 
 困難點 館數 觀察值百分比 

制度面 缺乏完善的評鑑及輔導制度 6 75% 
圖書館不受到老師或學生的重視 3 37.5% 
缺乏完善的管理機制 3 37.5% 
新興業務推動不易 3 37.5% 
館員對學科服務不了解 1 12.5% 
總計 16  

資源面 人力不足 5 62.5% 
缺乏良好的資源系統 4 50% 
館員能力不足 3 37.5% 
缺乏規劃管理人才 3 37.5% 
缺乏館內的支援系統 3 37.5% 
學科館員對業務本身缺乏共識及認同感 2 25% 
無專職人力 1 14.3% 
缺乏經費支援 1 14.3% 
其他 1 12.5% 
總計 23  

館員能力面 缺乏學科服務專業能力 8 100% 
缺乏外語能力 3 37.5% 
缺乏課程教學能力 3 37.5% 
缺乏網頁設計能力 2 25% 
缺乏學術研究能力 2 25% 
缺乏行政管理能力 1 12.5% 
缺乏資訊檢索能力 1 12.5% 
總計 20  

館員態度面 對學科服務不了解 4 50% 
缺乏創造力 4 50% 
對新服務有抗拒心態 2 25% 
缺乏服務熱忱 2 25% 
缺乏溝通能力 2 25% 
缺乏團隊合作能力 1 12.5% 
缺乏業務協調能力 1 12.5% 
不願意與系上教師聯繫溝通 1 12.5% 
總計 17  

 

綜合討論與建議 
網路及資訊科技的進步、電子資源便利檢索功

能、以及 Google強力搜尋服務的興起，使得圖書館

的資訊服務受到顯著的挑戰，學科服務即是一圖書

館主動出擊的服務，藉以改造圖書館為知識服務中

心。本研究以目前國內實施學科服務的八所大學圖

書館的館長或單位主管為研究對象，探討各圖書館

學科服務的現況以及館長對於學科服務的認知、影

響因素及未來發展展望之看法。希冀能藉由此項研

究綜合國內各大學圖書館對於實施學科服務的看

法，並探究各大學圖書館的管理者及學科館員在學

科服務面臨的困境及對未來的展望，期望能研擬改

善對策或執行方案，以打造最佳的知識服務中心。 

綜合討論 
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目前臺灣共有八所大學圖

書館實施學科服務，多屬館藏豐富、人力資源佳的

圖書館；其中有四所大學圖書館目前由圖資專業領

域教授擔任館長、有六所大學具有圖資相關系所。

八校在各學科領域各有見長，多為教育部公告 100

年度頂尖大學或教學卓越大學之一。研究中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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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平均於圖書館的工作年資為 7.32年，有九成具

有圖資學歷、有六成具有碩士學歷；但僅有三成具

有第二專長學歷，大部分屬人文或社會科學。若以

ALA的標準來衡量國內大學圖書館的學科館員的資

格，僅兩成符合規定。 

臺灣的圖書館學科服務仍在起步階段，即使已經

實行十年的臺大圖書館，在受訪中都自認才剛要開

始，可見一般大學圖書館館員及使用者對於學科服

務非常陌生，學術研究社群對於圖書館服務的刻版

印象需要時間突破。從本研究中發現學科館員最需

要的能力和特質就是「俱備人際互動與溝通能力」

及「俱備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善用創意」。在實

踐中學科服務必藉由學科館員不斷的與系所師生進

行交流與接觸，從互動過程中學習提升服務內涵與

品質，因此學科館員也要善用靈活創意，時時解決

問題，而不拘泥於現有的服務形式。從問卷調查中

發現館長認為「學科館員的學科專業知識」及「系

所教師對於圖書館的重視程度」是影響學科服務的

最重要因素，然而細究問題癥結也許是一體兩面，

系所師生因為學科館員缺乏學科專業性而低估圖書

館學科服務的價值與可行性。因此當務之急是圖書

館應該從經驗中漸漸累積培育專業學科館員，掌握

學術發展趨勢，才能改變系所師生根深蒂固的刻版

印象，重新認識圖書館。 

在圖書館主管的認知中，學科服務所遭遇到的困

難是學科館員的「學科專業知識不足」、「學科館員

人力不足」及圖書館「缺乏完善的評鑑及輔導制

度」。學科館員的特殊性在於同時兼備學科領域的專

業知識及圖書資訊服務專業的廣度知識，但我國現

行的圖資教育制度難以培訓同時兼備兩種資格與特

質的圖書館員，要吸引具有第二學科專長的學生投

入圖資行列也頗具困難度，因此提升學科館員的學

科專業性確實是大學圖書館在推動學科服務亟待克

服的課題。在實際執行上，除了圖書館管理階層投

入更多資源加強培訓與管理激勵外，也需要靠學科

館員自身的覺醒，體悟自身使命的重要性，才能在

工作中學習，提升自我能力。 

而學科服務的專屬性及個別性的客製化服務特質

改變圖書館傳統資訊服務中齊頭式的平等服務理

念，由「一對多」轉變為「一對一」的服務形式，不

同的學門需要學科館員投入不同的時間與心力，給予

系所教學研究社群更深化的服務。因此圖書館勢必要

投注更多的人力、資源與經費，而不能單純以增加參

考館員的工作項目來看待。圖書館應該將學科館員漸

漸由兼職工作轉為專職，成為圖書館的服務項目之

一，如此學科服務才能真正走向專業化、深度化。 

學科服務對大學圖書館最大的影響在於「增加與

使用者的溝通聯繫」、「改善圖書館的專業形象」、與

「提升圖書館的服務滿意度」。儘管學科服務仍在開

創階段，人力與資源都在儲備能量中，但是圖書館

管理階層、學科館員或是系所教師確實慢慢開始感

受到學科服務對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的助益，學科

館員的努力也漸漸吸引使用者開始重視圖書館的深

度服務與重要性，肯定圖書館在學術資源上的努

力，對於圖書館專業形象及服務品質都有實質改

善。學科專業知識是影響學科服務發展的重要因

素，因此提振學科館員的學科專業知識刻不容緩。 

從文獻分析及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結果都可以發現

儘管學科專業知識深深影響學科服務績效與成果，

俱備學科知識、了解學術研究社群可以幫助學科館

員得以充分掌握學科主題資源，提供專從文獻分析

及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結果都可以發現儘管學科專業

知識深深影響學科服務績效與成果，俱備學科知

識、了解學術研究社群可以幫助學科館員得以充分

掌握學科主題資源，提供專業而有效率的服務。但

是論及學科館員的核心工作能力時，學科館員的工

作態度與個人特質又遠遠超越了學科知識的重要

性，可以印證學科專業知識是學科服務的重要因

素，但學科館員必須破除學科專業的迷思，如同

Pinfield（2001）所言「學科館員是無法成為所有學

科的專家」，因此充分展現自己的專業能力，讓學術

研究社群肯定學科館員也有掌握學術資訊脈動的能

力，消弭對學科館員能力的質疑與不信任，自然就

會信任學科館員所提供的服務與品質，進而肯定學

科服務的價值與圖書館存在的重要性。 

實務建議 
依據前述討論及研究者之研究心得，針對各大學

圖書館、各校學科館員、圖書館學會及圖資教育培

育單位四者，提出以下實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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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給大學圖書館之建議 

學科服務是圖書館轉型的必要手段，但是學科服

務不是學科館員單方面的工作業務而已，而是整體

圖書館努力的目標之一。因此學科服務需要管理階

層的支持及圖書館其他單位的支援配合，由學科館

員深入系所，直接在第一線作戰。學科服務需要投

入諸多的資源，包括人力招募與資源及經費的支

持，如此才能訓練出精良的隊伍，成為圖書館服務

的大使。此外，有鑑於目前臺灣的學科館員多數並

未完全具備學科領域的學經歷，因此在人才更迭之

際，可以考慮鼓勵退休教授加入大學圖書館服務的

行列，延續其專長在學術研究的影響力。 

針對我國目前的學術環境與圖書館現況，研究者認

為學科服務發展是必然的趨勢，但是必須循序漸進，

無法一蹴即成，強求立竿見影之效。圖書館可以利用

支援國科會計畫或是執行機構典藏專案的機會，設立

學科館員做為圖書館各項業務的系所聯繫窗口，建立

與系所師生的良好互動關係，並要求學科館員從工作

中累積對服務學科的認識與了解，包括學術研究社群

特色、學術刊物及學科資源、學術發展脈動等。 

（二）給學科館員之建議 

過去圖書館服務重視「知書、知人」，套用到現代

經營服務模式，知書就是熟悉學科主題與館藏，包

括紙本及各種電子資源；知人就是熟悉學術研究社

群，了解他們的資訊行為和研究特性。雖然學科館

員的學科專業知識不是絕對重要的條件，卻是影響

學科服務的關鍵因素，因此學科館員的專業知識能

力提升刻不容緩。但學科館員不能因為現有的環境

和體制局限為藉口，不願意改變傳統服務的心態。

臺大圖書館陳雪華館長認為學科館員應該有一些自

覺和心態調整，如何在工作中精益求精，利用一些

旁聽專業課程或是訓練課程來提升自我的專業能

力，或是藉由實務工作學習中累積經驗，使服務更

加精進才是可行之道（耿詩婷，2009）。 

學科館員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更是推動學科服務成

功的關鍵之一。學科館員可以利用圖書館現有的服

務加以改進使其盡善盡美，例如指定參考書服務是

大部分教師都知道也熟悉的服務項目之一，然而真

正善用的教師並不多，因此學科館員若能主動向系

所教師推薦指定參考書，甚至協助教師將指定參考

書資料建置於教學平臺中，不但可以推廣圖書館館

藏資源，也建立與老師的合作關係，如此系所教師

才體會學科服務的便利，自然會善加利用。 

（三）給圖資教育單位之建議 

儘管目前我國的圖資教育系所已經歷諸多轉型，

逐漸擺脫傳統學徒式的養成方式，或是將圖資培育

提升到研究所階段，但是吸引就讀的仍是以圖資背

景的學生為主。究其原因固然在於圖書館員的社會

地位和待遇遠遠不如醫生、高科技產業等專業人

員，另一原因也在於一般大眾不認同圖書資訊服務

為一專業能力，而只定位為一種技術。因此圖資教

育單位除了加強學生招募的來源及管道外，也應該

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廣泛涉獵，透過輔系或雙主修

方式強化學科專業知識，或是設立專業組別課程學

分班，如「數位資源課程」或「專業學科服務課程」，

以培植學科館員為首要目標，吸引有志成為大學圖

書館學科館員的學生加入，以學科館員所需的核心

職能為主，幫助學生培養未來工作能量，為學生就

業能力做好準備。 

後續研究方向 
本研究致力於大學圖書館學科服務相關議題之研

究，在研究期間陸續發現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其他

課題，於此提出供後續有志於學科館員研究者參考： 

（一） 針對個案深入評估不同學科與對象

對於學科服務的需求 

可選擇單一學校，利用問卷或訪談方式調查不同學

科領域（如工程、社會科學、商管等）、不同對象（教

師、研究生、大學部學生）對於學科服務的需求，並

評估圖書館的人力和資源現況，擬定具體可行的服務

策略，做為圖書館推動學科服務的參考依據。 

（二）學科服務之評鑑制度 

本研究以大學圖書館館長與主管的立場與認知為

出發點，雖已著手另文探究學科館員身處於第一線

服務現場之觀點的認知與態度，但對於整體服務生

態仍有限制。因此建議針對提供學科服務的八所大

學圖書館的研究社群（包含教師與學生），在實施學

科服務後的一至兩年後以問卷或訪談方式進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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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滿意度調查，分析學科服務對於學校師生之具體

的助益，以了解使用者對於圖書館服務的認知程

度、滿意度及改進意見，做為未來改進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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