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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美國圖書館學位個接 個的暫停招生或宣告關閉，樂觀的人說圖書館

學校時再度 r).嶄新的面貌呈現 ， 悲觀的人說圖書館學投將提此不再出現 。但

是我們所謂割不該只是它的蓋帽而巳﹒圍S館學膛的關閉是否l!:殊著它的經

營已不合實際的幣2袋?是否象曲著已有其它可以取而代之而且更理想的軍體

存在?是否問壘的否定其對學街上曾有所貢獻句是否更重貪圖書館學世來

不是一門學城 ( field ) ?有太參大至多的問題讀我們想去 探究竟 。

自從 1887 年社區{Melvil Dewey ) 8lJ輔Tm-所11111館員訓輯學設至令

除了 19個年代的全盛時期之外，圖書館學投且圖書館在社會上或各個俊

何時內的重要性-1;1&11111館員的地位， 一直令人車到祖賽 。 圖書館學教育和

圖書館專樂是互為因果 、 相互影聾的，但是百鹼年來，不管是來自本身的衡

突、掙扎或是自省 ， 兩者之間的矛盾R錯綜寶雞的關係，似乎未曾停吐過 ，

也在童樂無告撞到共軍費 ， 到底問題出在那兒。

早在仕戚於哥倫比亞學說 ( Col umbia CoJleRe ) filJ立圈，書館舉設立時 ， 說

遭到學院內電企圖區對的聲音 1 兩年佳 ( 1聞8 年 12 月 ) - 盡個歷史最短的圖書

館舉位藍迫「闖鬥J (垃- )。 此 現象和當今圖書館學校團到關閉如出一轍 ，

聶什歷一向十分在重踩用新技街來解決圍﹒館學問題的學校 ， 卻在高度科技

化且抖際整合的四世紀末置壘>11發三連三的示書 9

大甚多數的圖書館員及缸，圖書館敘育者盟未能起歷史中鑽出正確的訊息

，筆者在「圖書館里J l!!門課中，首次聽聽了屬於我們圈 11館員的歷史，揮深

思到有必要桂先人走過的屆中去探究事實的國相。體所極為署名的聾國圖書

館學校閥門T- 輔鼎晶老師認為 ， 圖書館學衡與圈，館員的本質性問題才是

主因(訟二 ) -促使華者希草聶àJ擇對監里的事件眾解關心中的疑蔥，到底珊

，值學教育所走過的略有揖些可讀立血?也希草萄街遭些民且，體拱君事情

的不同面向，單我們回顧過去走過的路，是否走對T?

一 、 從圖書館虫止，屬件重大事僻談起

圈，館If!歡育的歷史學家通常把圖﹒缸學教育的歷史封成三個明顯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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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是 1887 年叫前學佳>1:&在戰訓輯時期，一是 1887 年到 1923 年杜威

模式立圖﹒輯學腔 ，第三階段是 1923 年「威廉聶報告J (Williamson R叩ort)

提出以接﹒朝向學衛蠶展的團會輯學校(社三)。仕盟丑戲，要聶 ( CharJes C 

Williamson ) ， 連兩位代表著實務與學街兩種不同的立場與觀點。在不同的

時期分別酷暑7圈，輯學教育的蠶蠱。回顧圖書館學教育的E史，就置我們

先來君君體件曲研他們而引蠶的事件吧 1

{-:萬一所圖書館學扭曲成立一一控緒化罩，務化的起草

1887 年 1 月，社戚在哥倫比亞學院j11立TIII.館經營學價(S，h∞lof

Library Economy ) . 有人將之說馬車一個圖書館學校(盤西) ，有人則認揖

還只是圈，館員壘正式割Illz帥 ， 在大學中設立的算一個圖書館學校應該是

1897 年伊利諾大學的圖書館學位 ( Graduate SchooJ of Library Science of 

the Univ. of lllinoisH色Ji) 0 也無輪如何 ，社風把圖書館員的培聾導向正盟

而有系統的教育訓蟬，適量不容否認的(拉夫)。仕戚揖什鹽能擱在學民內的

圖書館設立訓揮學懷。 811立運所學岐的目的何在。社麗的人給E特性對扭迺

所學價造成什塵影響。仕~訓輔未來圖書館員的克式，對世日後的圖書館學

數育產生什虛影.?置我們通過歷史學軍的聾傳來看君往祖吧，

社戚在 19 世耙圖書館界，以811 n:T十違背頹唐(桂七1&第 個圖書館

訓輯學駛而聞名。 圍世耙立值 1 在大多數圖書館員曲心目中，他仍熙胡同

當年官說追隨他的「學佳」之君法一般 靠自費著樂高而有理想、實際而有寶安寧

。但是圖書館史的學者在通過史學觀點去追索圖個時 ，師有不同的君訟 。 址

處是只強調控衡而不重觀細讀內涵﹒會祖祖為是8軍童女4年日圖﹒館及圖書館學投

賀蘭走向的主因。影-日艦 百今年來單個圈，館"岐教育的盟展。筆者亦

不昆揖應該把今日圖﹒輯學教育的問題全歸之計杜威的過絡11主八) ，但是通

過歷史的回顧則有酌於我們置情一些過去種誤導的觀念。

由於對圖，館管理具有強烈的理章，址且在 1曲3 年覺到哥倫比亞學說

圈，館香員會的會聞而進λ語學院的圖書館(1主丸) ，一展其講來教率而有計

，的經營概念，當時的確為該館注入一世全新而有教學的形象。說在遺個時

脹，他酷現若要以有殼的經曹方式來管理圖書館，必有區有大量實實一蓋章的圖

書館員 ， 而最性的方式則是透過集體制轉。仕戲是個不折不扣的寶貴率草草草，

一回U速成為書，但是畫圖「速成J的觀念很拿不可能造就理想的專業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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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 年以帳 ， 正值團會酷的規模丑數量大量成長之際，迫切的需要圖

書館員 ， 加止應該軍女性進入大學監班的聲溫高醋，哥倫比亞學膜的扭畏巴

納德 ( F.A. P. Ba rnard ) 向來主彈lI!i准許女性進入大學壘敘育(訟十) .而仕值

所欲設立的圖書館學使正軒叫「提拱女性就讀最好的遺揮J為訴求 。 因之，當

仕"'於 1 883 年提出設立團審館舉恆的計劃峙，立刻得到巴納德完全的責同

。 但是軍女性進入圖書館學校並不代表性戚，聽著生而平等的理念 ， 他只是認

為女性揖適告掛損他所認定圈.館員的角色 。 該校的聲員會對於遣一計個矗

遲未做決定 。 直到 1國8 年雖融通過計劃，卻未桔子設校的種種必要重喔，

以致於址臣和他的館員得辛苦的去，設些報扭曲桌椅來充數﹒車連個學位得臥

在 1887 年 l 月廟利聞聽(位十一)。筆者認揖置個圖書館學設得以在哥倫比

亞學說成立，可說是覺到時，學的推扭曲棚 。 貝!難利 ( Lois Bewley ) 也認為，

社戚在哥倫比亞學校成立第一個圖書館學腔，以1局負使曲成的居多(註+二}。

連個團團醫館學校成立的目的﹒在推動一個有組攝的學術謀瞳軒劃'以實

務健醫加上有;系統的課堂講嫂 。 對於它居然可以隨著社戚轉移到扭的卅立圖

書館 ， 海斯 ( R.M. Haye叫聲勢l不可思鐘，並鹿島它的成明值得償提(i主+三)

。 而畫面學校的師貴時T仕值之外，全是他在圈，館所創意~II輛出來點蟬而

具有工作組撞的館員 (1主十四)。畫圖U圖書館員揖任111.值學校老師的作法

，也是迺個學拉走向w買賣輔」眉訴束的主因之一。 在祖有做抖爸、祖有教學

法草謀噩噩、祖有足捕師賢的情誼下 1 正式冒牌說開帕進行T (i主+A ) 。

大學的成立有所謂大學理章，社"'欲成立圈，盼輯學校﹒除T務實的提棋

當時圖書館的標來外，他的理直是什麼 9 依耳幸1)聶 ( Dee GarÎson )的噩噩，

吐值在 1晶8年向紐約州黨員酷愛一席有關現代圍讀書館服務的圖說，可能是

其一生中最野的一第演說，但是往後無融在哥倫比亞聶阿伯尼 ( Albany ) , 

他都誼有再談到有關團省館是要做育革圖書館員的理想 。 董事甚至可U祖肯定

的說 仕威設立圖書館學控亞非為7圖書館學草圖書館驅醋的理想，只是以

制度化、接揖化來撞到直受率的目標，社赦的辦學似乎是無可避免的是上U實

務為輯來的遺峰路 。 他說圖書館和教會、學位鹿三位一體，祖有圖書館時失

去指引、督導、層單或主持(社十六)。

一個多世紀以來，社眩暈聖此評的真過於其盟員l 式的數學注 { Pre

scrÎptÎve Teaching Methods } , 只是為T培聾啞秀的工作人員，而不是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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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且個譜上的領導人才{位+社)。個果牡酷當年能有較深撞的做育理念

，而不是急世 峙的成7實現巴納德男女合校想怪的工具，是否能見肘使圖

書僅是學教育回過 50 年(垃十八)。杜值僅揖嚴重的~私木分且偏執、自負的

性格(娃+丸) ，和我們一向所認諧的吐鼠，實在有相當大的差距 。事實上﹒社

風所關心的草不是我們的「專乘上而是他個人的「享樂J ' 當時的有誼之士對

於設立置種圖書館學校就巴恩到憂心仲神。但是筆者所不能理解的壘，曲果

在百鹼年前危纜己照顧現，為向無告商量同時期的其它學鬥閣制的導λ國正的

專藥。是不能耶。抑不為耶 9

輯止所述，杜jI(所設立的圖書館學俊的確有其歷史背景及社會需要，他

的目的只是把圖書館學控當成訓蟬，實務館員的暢所。以當時的情血來囂 ，確

實巳撞到了連個目的 a 時代及社會的需攻關時在曲壘 ，社戲時代的圖書館學

位是為7符合當時社會的帶來 ， 其所以有實輔的圖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百

餘年後的今日，社會的需來已有所改變，圖書館學校的敢有模式仍眼雖不7

遭陋寡白 。數播說，使﹒不蟑 l' 世紀聶近 20 世紀以來，圖書館學校-直盧在

區層次的職業學投或控衛訓轉學校(娃二十)。個果圖﹒館舉世的目標圈止扭

此 'ilt盟我們提此不要再設專樂個議草專業地位的問題 1 因聶tJ牡值的模式

是來還不可能軍團S館員達到，擊樂地位的。

胡同多位學者所霄，社且是一個獨醋的、祖有耐4、的人(垃二一) ;是一

名鼓吹著、熱心者E夢想車，而不是一個負責、可灘的工作者(1主二三) ;是

一名倡導者，而不是學者，也不是數育家(垃二三)。社戚到直是 位H 塵愴

的人!è?

口I眩，臨轟報告J (WHliamson Report)的吉思
在獎圈圈，書館舉數育史上， r戚，農森報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由世遭

由級告的撞出，值得社戲時代在團﹒館內設立圖﹒輯學校的情說有7決定性

的改壘，團﹒館教育僅此走上學街的主體主中。但是卡內基企司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l欲對聾圓圓醬缸學教育做一暉λ研究 ，也並非

禮空想到的。其實早在凹16 年詹森(A.S. Johnson l誼省為卡內基企司做7

份研究線告 ， 他指出當時的圈，館學數育只盟章到控街的傳控 a 由於連篇

報告 ， 引起卡內基企司曲挂章 ， 器為有必要對圖書館學數育做一深入的研究

，而擺棋研究經費結盟廉諜，才有 1923 年「戚廉轟報告J的提出 (1主二四)。



。止，

I!:于

笨，。 澈，即實斜，提..鈕， 習，三寸-譽 ，鹿三JLII(Wiß(o電"，.的

戚，長聶是位經濟學博士，也是位~Jí.於工作及學術研究者 ，由於具有經

濟學的學嶽背景和對訣，因 E宜，世的鹽富個詣. 1911 年得到哥倫比亞大學

史力壘 (Edwin R. Sl igman )傲慢的推聶，到組的"'共圖書幢幢任經揖及社

會部門主管。其間酋離去就任啦，酸. 1919 年再度回到紐約企共圖會館經擠

且社會部鬥。自軒盟國度聶酋為卡內基去司進行過美國化研究(Americaniza 

tion Study) ，有幢會和妞，被攝任組富的伯傳 ( J. Bertram )談過有關卡內革的

圖書館撞築計，酌 ， 且對圖書館學教育的主持 ， 因主戚，堅森個人認馬﹒遇是卡

內基說他來進行置項調查研究的主書原因(垃二AI 。

1919 年 4 月卡內基企司執行書員會授權，自'"廉森和警特南 (H. Put 

nam )等組成顧問聲員會，共同研究圈，信缸學位的歡育問題(註二六)。 他以一

位學者且非圈內人的眼先來置圈也輯學役的經營 的確是目中要點。雖然席

位(Jes阻 H. Shera)此評遭絨線告，只提圖書館學且圖書館員的觀點，而盟

有提圖書館學且圖書館員應該組何傲的方向東蝶計，只是企圖改進團審館學

教育，而不是要為圖書館學數育重新注入 股新血(位二老)。但是一直到今

天，在接對圍﹒輯學教育問題的研究線告中，其評圍仍點在其它幾份報告之

主Ii益二八 l ' 它值得圖﹒館員脫離7學徒式的訓蟬1i式 。

70 年扭曲今吏，軍我們深重君當年經過詳細的調查、訪設立後 ， 所體

現且盟出的幾點鐘讀

1 專業E職員的工作界線不清 圖書館學使應該訓聶專槳，而把訓輛輛

員的工作單圖書館來傲。

2 圖﹒館學課程缺主 主重性，對主修及副修的科目應有懷準。

3 募集團~I!I館訓聶應很革壯大學教育，需要統一的入學考試標雄。

4 圖書館學俊的教師多數不揖資格'l'!:哩i其薪水聘較好的師簣，同時需

要全職童安師li.!I!~教科書，實習是祖重要的。

5 圖書館學駝的許多缺點都很暉於經費不足，薪水但無法聘請到好的師

蟹。

6. l'!:頭有獎學金以吸引更參的學生，不必再設立新的圖書館學校。

7 圖書館學使應該成為大學的系所之 ﹒雄持其盟軍、彈擊且優秀的人

員。

8 圖，聲位學校曙提揖二年的課置，第一年的學業訓聶U一曲原則及華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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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步，實置，色的航島，揍，廣.. 值，只賣訊科學斂.的問團

島主，揖三年則進λ專門化。

9 必要以在輯割i蟬，繪畫專業的成長亞進苦，可以單展函授學習。

m 應有圖﹒館員賣給re定&~I!I館學校昆可的標車。

11 小團會館應聲展專鬥化的課程來訓蟬團畜館員 。{挂二九)

." 

由於遁的輯告的睡出，值得圖書館學駝的問題覺到盧旺的注聾，而影曹

到下歹l鍵葫蘆大司信件

1 圖書館學校但此全面脫離圖書館 ， 納λ其母欖樹峰一一大學之中。

z 卡內革企司因而在 1926 年提棋盤費﹒制立了芝加哥大學圈.館舉世

(Univ. of Chicago,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驅使之成為研究E
創造圖書館個蠶的闊地。

3 龔圓圈，醫館學會開抽揖 1J扭揖「認可 J (certification )的角色。

4 緝窩T十種重要的級科書 。{社主十)

但是令人撞憾的壘，自從 1923 年「鼠，農森報告」鍵出峰，雖骷圖書館學

位的隸層已全面的閹割大學體制內 φ 體而笑國圖書館學位至今的存在薯 70

年前的問題

l 圖書館學系在直接控內仍只是個小單位-

2 修習耳程的期限題。

3 仍是女性的買下。

4 學衛成果少。

5 自行設層次來君﹒盟未成為大學的一部份。(挂乏一)

除此之外，有關圖書館員個人實倦的檢宜，也因晶錢不到 個合適的權

戲犧借來負責，而未能實現。因為依照」圖去的紀錄，美國圖書館學會並不適

古揖任此一重大責任(t主三二 ) 。

回單一所叫研究揖續向的圖書館學輯一一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幢

戚，長森在 1923 年所提出的報告中曾指出，當時的圖書館學校缺乏學衛

研究成果(productive scholarship) 。因舵， 1926 年卡內基去司提拱 l曲萬

斐主的經費結芝加哥大學成立7團蠻館學拉(訟三三) 期草在芝加哥大學校

園內建立 個研究圖書館學的學役。意圖將圖書館員的rollH帶到研究所教育

的水車，同時亞歷圖書館學校所缺乏的學術(scholarship) ( -:l主三四) ，精華能

使圖書館員撞得和咕佛法律學價丑的輸電普金斯Oohn Hopkins)醫學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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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專業地位(，主主Á ) 。

當時自芝加大學位畏嘗膽 ( Ernest De Witl Purton ) 負責，學殼，所校的臨

窗均來自非圍種館舉筒域，首任所長為E央主斯 (George A. Works) 0 1932 

年起在i'<爾轟 ( Louis R. Wilson )全力蠶展下 ， 值得研究蔚為風潮 。 事實上

，在 1946 年以前該校並未揖阱傳統圖書館處理直服輔3方面的內容。芝加哥

大學圖書館學校當年成立的目的有四

1 強調基本原則，同時住聾未來的技衛在團會館及專門中心內處理實訊

曲睡賄， μ便讀學生能應用在圖書館學的專業，實務上 。

2 襲擊生能負揖超計，但可未來圖會館E實訊系統的角色 。

3. .i畫過理論的、歷史的、實軸的研究 ， 來促進已成揖紀錄之個觀的溝通 。

4 提棋圖書缸學教育的哲學 。(位主女)

i'<普斯 ( 0. Waples l 綜合建位當時，老師們在木同場合所撞到該極的主

要前能共有九項 。 他們認揖該使壘主要的責任是要符合其它研究所直是持的學

術且研究水雄，而最主要的目的則是 ﹒ 研究個問續展有關圖書館的價值，&

現荐的個議家體中祖闊的作業程序，並且發展可以撞得重要I!<lf 、擱試且應

用的研究方燼 。 此外 ， 在其它各點中均重II提到接究基本問題、標究的楠神

、服輔的研究等( '主三-!c ) ，芝加哥大學園看書館學俊不但要*老師進行研究，

同時也要次學生要有研究能力 。

對圖書館學教育而言 ， 芝加哥大學11111館舉世帶結我們許多東西 一般

拉開研究的新風氣、追連李基礎問題的甚罩、把圖書館學當做社會科學中的一

門、學生一定要有適宜的專門學科背景、自芝加哥大學其它學系的老師指導

博士生進行研究 。 或許最重要的壘 ， 它帶來一種軒的活力、 一種對於學衡的

盡管獻(益主八)。

1988 年還所代表著學衡象醋的實體亦劃下7休止符(社三九) ， 連個II!I草

木草草令人再度回顧過佳的Jèi藤，我們是否走插7路 9 或是圖書館學級本運祖

有擊。備好走向學衡連線路(益四十) 。對抉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駝的關閉﹒宙塵

特 ( Herbert S. Whitc )的憨曹祖能揖引起筆者的共鳴，他單 「芝加哥大學

代實薯圖喬館專樂教育的一種哲學、-種圖向E一種標擊 ， 失去T'E猶個失

去了和我們自己的歷史中最重要部冊的連聲 。 J(拉回- )

回美國圈，館~.的認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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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 ~司，館史的軌跡探須堅固﹒館學與簣11\科學教育的開電 泌3

器可制度的產生，可輛自 19 世耙末 20 世紀初 。 由於杜盟學佳式訓韓三方

式巴成為許!þ圖書館學校的模式，值得美國圖書館學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 ) 決定成立圖書館訓輯香員會 ( Committee on Library 

Training ) ，來監曹丑評鑑遣些圖書，館學扭曲緊賞 。 但是連個聲員會所擺出

的第一個標車，卻祖難反映出圖書館學位在學衡方面的肝噩噩。 19 15 年美

國 11111館舉使學會 ( Associat io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Schools, AALS) 

也成立了，但是對於「學衛JjI部分的昆定標單仍無多大進展 。

由於嵐廉聶報告對怯圖書館學校敢有的內容有所投評，也促使卡內基揖

拱經費甜美國圈，館舉禽，於 1924 年成立團省館學教育聲員會 ( Board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 BEL) ，來但進圖書館學教育 (拉田二卜並薯

手制定圖書館學位慄攏 。 的金6 年圈，醫館歡育書員會所制定的擦掌，會用來

傲自成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校的依績 。 否則 7 1933 年在聖國圖書館學校學

會丑聞書館教育吾員會兩個單位合作努力之下，提出圖會輯學設最低需來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Library Schools ) ，但是盡個標準提出佳近 20

年未修訂過 。 1951 年 7 月 l5 日奏團團也館學會通過Tr認可標單J (Stan 

dards for Accreditation ){註由主卜值得原來准許非大學車直立學生就珊的

揖三頭型 (TypeID )圓圈館學校無立身立地(，主白白)。

l揖5 年聖圈圈，區區學會自廠商轟基金會 ( H.W. Wilson Foundation ) 得

到 筆為闢六年的興助金話，α泌聾克，而在 1966 年成立7圈，館舉教育盧

(Office for Library Education, OLE ) ，從此以接 圖書館員歡育成7聾國

圖書館學會所高度閉目的重島(拉回且 ) .運量獎助也同時讀該學會得以修訂

1951 年的認可標攏，成為 1972 年的認可標車 (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1972 )(設四六}。連個詔可標通驅直使用 720年才旦重軒加以修訂(拉回-" )。

1956 年成立的認可書員會 (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 COA ) ，取代
7原來的圖省館學數育番員會(包四八) ，專門負責有關闡﹒館舉俊認可事宜

(草四九) ，其目的在了暉，提棋耳草藥學位所預備的課盟內書是否符合專業的

目標 9 其器可的項目有三

l. R針對專業學位課程，未考慮大學部草繼續重金會、博士與盟等 。

2 只針對講哩，而非整個學校革攝相聲 。

3.R是認可而不是對個人資格的檢定 。{註I..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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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也可以說，認可制度是想買造過級官聚合會進圖﹒館員的服路

(i益...- )。置也賣掉著認可圖書館學位的課程，?\保誼遺個課程可U訓輯合

裕的專業館員，但草不保誼所訓輛出來的一定是合裕的草草藥館員。

器可擦掌主要在揖棋有興趣聶展專業課程之圖書館學設一項貴的指引 ，

它所評估的眉目有六 1 團會館*控器里的目的直目標 2 課程的內容; 3 

臨窗 4 學生 ; 5 管理、行政且經費;6外部實暉直設備(垃...二 ) ，同時置

種認可制度是踩取自顧畢加的方式( i主且三)。 但是認可的時懂通常是在課程

巴經實施7祖長一段時間 ， 學生也已祖畢業許久之後才進行[益』皂白 ) ，因之

它的合遍性令人質疑。但是æ~認可的結集會影，到註助學生人，敗';/l.圖，

館學校和行敵當局的關耳，因此美國的圖書館學位均相當重視此-制度。此

外，它最大的問題在於祖有把研究列入評鐘項目之中，對世把「質j的評鑑列

島重點的認可制度來說﹒ 還實在是一大姐刺。

大學的各學系通常把教師的著述盟研究71)揖重要的評鑑指揮 ， 器可書員

會雖無在 1978 年把數師的著作列措需束之一 ，但並值有任何一個學位因馬

鞍師的書作較少而壘妻1)吉普楚。不管對於學術或著述都輯是明確的建鹽，因此

貝斯單( K.E. Beasl叮)說 認可要員會無法使數授的研究量增加(垃...... )。

其實認可制度是吾爾gill<進111.輯學扭曲品質，完全量各個大學是否把團

審館學控的學體 ( excellent )當做一回事 ﹒ 個果學校當局不忍揖團是祖重要的

， 當點不會鹽棋足蟬的賀詞嚴，個此就無訟改變圍蜜館舉世的情誼 。同時，眼

曲，實輔工作者也不在乎認可制度 ， 彈壓學會就應該停止撞撞控制l研究生禁貴

的方去了 (垃五六)。

海斯鹿為在未來認可標車應該加強的有 1 壘合自動化到課程內; 2 提

高λ學許可的峰件;3延畏修業年限"加強專門化; 5 擴大應用的個域，

6 增強專鬥學抖的相識 7 著重管理 ;8 噩靚研究。也快，實務工作需要界定

問題的能力、需要取得所需實料以解決問題的能力、需要組織噩噩實料來協

助解決問題的能力 。 因之﹒海斯露為應該重觀研究 ， 才能轉理館員在服務讀

者、管理直傲相關t臭氣時有所依戀(i主主令)。

席位認為圖書館學教育最嚴重的失敗，是無t主擺出能評量所詞學衡卓幢

(academìc excellence )的標雄，而認可制度只是由下而上的作藥單序 。 他做

評詔荷華員酋不能有男女的仔細鐸究 ，只是鹽著一些﹒面聖賢軸，被評量 . 不能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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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祖本的問題，而只是鹽著摸種兩司的成立宗旨丑目標來評置圖書館學敏是

否團]( (註1i.八 ) 。抽果不接壘認可，會使大學行政主管對世咽，館舉價是否

有必要存在產生提悶，但是發覺認可直不能保誼其未來。紐約卅立大學會尼

索分設 ( SUNY at Geneseo )的圖書館學位就在重新得到盟訂立撞車告關閉

(1ili.九 ) .認可的監聽薯，實令人置疑 。

三、 圖書館學校教育的盲動

自缸扯戚在 1887 年創立了攝一所圖書館訓揮學投叫來，圖書館學恆的

數有目的社一直星現著不確定的情誼， 直到一百多年聾的今頁仍然是一片

崑沌 。 圈，館舉較量以「訓蟬」持實梧的圈，館員為目標之一，然而圖書館卻

對其訓輛出來的學館員不輛聖.圖書館學控J;(r鐘愛宵」惠榮的館員為目標，由

主往往誼圖書館戰晶理撞派 a 遣一矛盾現象就Jil.J;(陷圖書館學校於一百多年

的混沖之中，終至走土撞開門的命運 。遣一切可叫蹄聲計經濟、'"抽鴨 9 筆

者草不以揖可U如此輕品的把國正的責任推桔歷史 。

一般認為，眩，使聶報告的揖惱，是圖書館學位歇會的第一個分界點，使

得111.館舉教育脫離7學能式的訓轉:Jj式Ii主六十 ) .正式進入7大學教育的

毆堂 。 體以揖僅此可以名正言順的游走於學術領域之中 ， 但卻盟睹了很重要

的一點，圖書館學的做學內福並未因揖進λ學術領域而有所祖本上的故鹽

{設六- ) • J;(至掛在凹的年代以聾，雖然再度引進新科往來強化圖書館學

校丑圖書館的地位，然祖散不過各鬥學抖的原富1)書 。還種畫面化的借用其它

學抖的結果，在遇到更強有力的對手時，弱點扭扭害島畢露出來7 。

有關圖書館學校的目標不確定，以E團審錯學教育事的矛盾心理，可以

從許êÞ接討圖書館學教育的文獻且調查報告中君出 些輯絲馬帥 。 以下誼幾

個未定的現象加叫蝶罰 ， 每一位提事團會輯學教育垂直圖書館員都有責任去

深思還聽個問題。我們是否都已經掌偉T明權的責向 9 個果連盟有 ， 為什塵

控有，是苦存在薯什盟問題?該怎置辦?

H目的何在?專業暐曬難?

雙國圖書館學會麗可標準的第一圈，即是要來各團.1宿學位詳列其任輯

、目的且目標，叫當做評估量哥撞到敢有成果的依峰 。 此一要求不懂可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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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盡個學校的原則丑基本特色，同時也可反映出 1 圖，館里買訊研究之哲

學且重點 2 該學科領域專門化的可能世且對於想就讀圈，當輯學設者之需要

的敏嘻皮。 3 其它領域和圖書館里買訊研究值此間的貢獻;4圖書館里實訊

月 2輯在多主化、技術化及整個社會中角色的瞳費(註六二)。

圖書館學扭曲教育若有參少人可以明確而自信的竄出其設立的目的何

在 9 曲果目標不明確或是幾個目標揖本互相撞蝠，開如 民要增賽團秀的館

員主要培聲高臨的研究人員，事實上遭兩種人才所要學習的內容量大不相同

的 ， 在遺樣的情配下個何能揖撞到目標 9 只有在目標曜定的情配下 ， 所有的

課程盟劑、課鐘內容、延聘師賓等才能廟和l進行，否則必導章所教育出來的

學生無所讀起。

社盟認馬通過課堂的教學車 ， 再配合圖會醋的實務工作，是培聾圖書館員

最好的方法(垃六三)。 他會1宜的第一所圖書館學校是名副其實的圖書館工作

的訓轉學校一-11111館經營學校(Columbia Library Economy Sch∞J) 。 軍

者覺得他的目標祖明確，說是以訓輔圖書輯且為主，其導向是職黨化的 a 個

品已想到 果圖書館學者有意值得讀門學科成為團正的學門，那座使用團會館舉較

"" (Library School )遣個名稱是否為一祖本土的錯誤?它使得圖書館學數宵無

可歡樂的是上體集訓揮之撞 t 雖然想要聽厲措專樂，但是經過78艷年的是

遍無指期 9

使用圖書館學艘運個名僧固然限制7圖書館學的單展，但是改為間11缸

科學 { Library Science}或加上了實訊科學Onfonnation Science l '甚至敢為

實訊研究 { Infonnation Studies l '也都無濟於事 。 因為只要有訓蟬圖書值員

的目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機會值得圖書館學教育成揖個頭累積的起點。那醒

我們是否說因此而罷休?

圖書館研究所的教育目標是在蟬棋研究生適當的細語旦控巧，使其能抽

成為令人滿聾的專集圖書館員 (1主六四) 。圖書館教育的課程是應當有閻明變

，但是由一個學使主 個學校， 一鬥謀捏呈一門課置的去修訂，不會撞到任

何一所圖書館學校的國正目的，我們需要的是訂立我們教育自悍的舟聶體系

('主六A ) 。

專樂是我們的訴笨 ， 但是針對誓就業市場的需來 I 我們圖書館學教育卻

主無法避兔的走向軍車樂化 ， 基本上專業是排斥融業化的，而聶榮化的教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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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聽傲 ，著重要1俯臥器樂禦個.，留學與資訊科學﹒金會的「品種 必?

事講*宜即可以用上，旦完全以市場的需要為其指標，如此是不可能造誼專

樂人才的。圖書館學校的百標何在，有多少人去深思連個問題?我們的課且

是依著道個目標在搜酬間?

咕金斯(R.M. Hutchins l昆為職業化( vocationa\ism )會導向戰碎及祖立

，不但對大學不肝，同時亦有損專業(拉夫六)。但不可諱言的 ， 曲今圖書館

學位正是走向職業t置一途，對世輛車追*1草藥地位的館員及般育者，咕金

斯的話是否置我們有所!Il惕哩 9

口教聾什麼?雖來軸?

到底圍 111館學位要教些什麼?壁都特(Robert D. Stueart)引用T胡列

(Cyril Hou\e )的-段話 1 量在看覺得用來描述圖書館學位面臨到底要教些什

庫的困揖十分傷神。他說 學業五年的位主忍為應該!þ學些實用的東西，學

樂十年的極主貝1)認為應語參教些草本理齒的課程，主事業十五年的則說應該多

教點行歌旦人標關罷，畢業二十年的則認揖應該多做點歷史、社會、體商方

面的課程﹒等到二十年佳他們里說應該對所有的個融、直接抖旦人士等都要有

廣盟的引導(桂先k) 。因為畢業的年限不等。接觸到圖書館不同層次的工作

，而令他們有曲此不同的君睦 。 置也足以單明 面臨到旺語牌些什麼鏢鐘才

能值得學生能成為合裕的館員時 ， 圖書館學位是!þ塵難以決定。

圖書館學數師所面臨的聶雖虛，位有比柯尼 ( Michael E.D. Koenig ) 的

比喻更貼切ì' 他說 圖醬缸學校評比是把一小圈奶抽撞在一大片土司土 ，

所要鍾的內容上自古文書的個詣 ， 下至專家系統與人工智鹽，邁不是圖書館

舉故 小草教師所能辦到的(1主六八t，但是圖S館舉恆的教師使是一學衛人

員，則有責任撞車研究E擴展簡城內的個論本體，而且要傳連連些個議，以

啟單團省館員對世毒草樂產生不平凡的抱負，同時在傳遍的過屋中，一定要包

括對於遣些個議丑其實際的開拓持著投評且置疑的態度。雷瓦德、 (W.B

Rayward l扭曲健疑的問道 圖書館學校的學樂生回想起過去的許今老師中 ，

有參少是符合此一雄則的(草六九) ? 
到底要學習且增進服輔專業的思想內涵 9 聶是學習及增進，實現遣些思想

的技巧 9 兩者之間峙掙扎 . 1!t社戚當時遺留到現代(值七十)。杜威~I立團省

館學校的想法丑訓輔方法所引蠶熱烈的學論﹒正銀曲著對1y<專業教育內容封

扭的聲且 般，延續至今尚未停止(位4了一 ) 。而幢幢生爭論草未帶來實質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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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只是導向更酷量的「不確定J . 還樣的情現對於圖書館學教育的影-絕

對是有害的 。

科扭曲進步、 高等級育的財務危棍.ll.體現館員的投衡和個最可應用到

工商聾界， 遭些現象使得許多圖書館學t!1均力求改變以*生存。而為T要適

應工商樂界大量應用電臨儲存丑儉黨實軒的需求，有些原來曲按心課程設種

說為祖有必要 ， 因之圖書館虛度育已失去Tr圖書館」的還一個部分(註..，二)。

對扭耳聾學位攝了迎合就樂的需要而歇一些實輛世的課程，雙國署名的激奮

軍啥金斯，在商過半個世紀叫前說曾指出，實體是因日在變化，時時在變化

，即使老師能授予學生觀碑上時代變化的內容 ， 但也無法保軍當學生要運用

時仍點符合潮龍(位老三)。 個果圖書館學極不應話R教些實輯，可是關於理

翰我們主懂得多少哩 ，

所謂理誼是指圖書館學所線以實行的理論、原則ll.;方法，而實輔則是圖

，館內的工作、 !i輔等 。 在圖書館學遭個個域中 ﹒ 理論與實輔遣個話題就盤

一個栗子巳聶靜T木下于鹼汰，前提來盟有裂開來過li主社四)。 實務與理輯

之間到臣費如何取得平衡點 9 有可能取得平衡點嗎 9 到目前馬拉我們團盟有

找到合適的解答 ﹒

實輯的課翟主要在敬如何紋，對圖書館鵬務而言是祖重要的 ， 然而所以

要教理鐘 ， 則是因為運用理論可以闖彈實輯、可以增進實睛，而理詣的增進

則需聶曲研究及單展 。 因立，扭曲能擱在課程中加些理論的研究，或許可U

吸引學生成揖教師或研究者 ， 而不是只是去當一名實務工作者{拉..，.>. ) 。

可是，目前課盟內容所呈現的情扭，就睡直閣斯 ( Sydn叮 J . Pierce )所

說的 ， 由於我們站團會館學使學生太多的規則、訓波、監策 ， 不但未能使之

由經典之作中產生如韻的刺激 ， 而且無昌在向學生們揭示 ， 過去對於問題討論

的結果都是經過仔細思考且具智慧的回應 ﹒ 其它學系在單展專才 ( spec ialty )

之前 ， 必修課程是用以頭示出不同體域的基礎所在，但是皮爾斯卻誼現他所

調查的 24 所圍密館舉較之中，無 所在課翟介紹中擺到要來學生應閱讀經

典之作，在 19 所圖書館學博士聽程中，有九所並祖有列必修課程(垃..，六 )

。 對自認一心想要達華學術丑事業地位的圈，館學界人士而言 ，什麼樺的課程

且什麼樣的教材才能幫助我們撞到所欲追索的鼠標， 畫是十骨值得揮恩的課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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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壓吏的做員，皇軍費醫.，..自學與實訊科學，食習的問閉 "" 
由於圖書缸"扭曲歡師在理論方面均祖蜀 ， 因之課程也都缺乏理詣的研

究，所以教育出來的學生也很少成為數師且研究人員，甚至在博士階陸也是

如此 。 史ff ( R.C. Swank l認為只因對方世有圖書館學學位草盟有圖﹒館工

作經擻，我們可能拒絕T其它欖壩許參具有研究導向的人來讀博士盟，其實

我們應該聘他們東當老師的(註"""" I 。如果團會館學役的老師祖有把教學當

做是研究的延伸，而只是以教學來取代研究，那塵不可妞兒的，必然只會強

寓，實務的技巧且專業職位的需束 。 所般的內容就是圖書館在做些什麼，而不

是有關圖書館學讀圖書館與實訊科學方面，妻IJ底有那些是我們所如遁的且不

如遁的。曲果置樣的課程再延伸到博士班，必然會導致E體(位七八1 . 教學

內容E攝貴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

具有好的數學能力、樂觀的個世、有出恆品、在專業學會有置好的服務

紀錄，壘理想主圖書館學校教師的基本條件 ， 但是有些學位的政單間1iIl~揖鹽

需要具有樽士學位且有在撞事研究。聶斯坦 ( 5. Rothstein l則認為圖書館學

校雖然需要具有博士學位者，但是連並非必要條件，有多少年實務盤驅直其

教育背緊無關單害，因為我們罩在葷的應該是內涵而非外在{蛙七九)四 誡帥

一軍圖書館學扭曲學業生所言 ，圖密館學扭曲老師應該多和圖書館保持連聲

，而不要只是如道一些自同事或是專樂期刊上刊織的內容，同時圖書館學校

也盟有必要聘請一些在圖書館界的署名植輯λ士來授課，因揖他們未品是值

秀的老師(拉八十)。

圖書館學校成立曲目的品然會影審要IJ其聘請的卸責，抽何自學科更'!þ元

化曲師買來吸引學生 9 到底摧有圈，甚館工作經輯重要 9 單是具備啟發研究動

饋的能力較重要? l!些客車均和圈，館是學設設立的目標有闕，問題是我們是

否已確定好7方向 9

回學習多久才足輛?

因揖圖書館學位大小而導歌聲展困難， 盡量自從 1923 年以來只要是輝

對圖書館學教育之問題時，均會一萬種揖割的缺陷 。 事實上，學使小丑教員

少導盟月一更禪入的問題就是課程大題。短暫的時間不可能讀老師能以較有

系統的芳式﹒來引導學生7解研究的價值及報酬 1 或使學生產生在學街上更

進 步研究的動體(組八一 ) 。由圖書館學的歷史來鹽，自抽以來 ， 大軍對於

圖書館學位研習時間的畏題鼓 直無法取得一致的君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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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 年社眠在哥倫比亞直接說成立圖書館學位時 ， 所招收的單一社學生

原定修習期限僅有三個月，陸來「睡學生要求」延7 個月。等到四個月謀哩

搭車立妞，還 20 位學生有半數以土決定要宙干來雖績第三年的謀哩。第二

年釋程原東只預定七個月，接東亞延為整個學年(註八二)。任何一鬥3年槳 ，

學習年阻應該依照欲達成目標所需的時間來決定，址獻的圖書館學位對酹修

乘年限的「不確定j ﹒巴隙柏星現遭所~111'Ii'"使對訓體一位專樂館員到監頭輯

今少專簽個議，個本「毫無纜車J .而刮目前揖址 ，圈，館舉界對研修樂年限

且修黨內容的不確定，所帶給我們的是什塵樣的含章呢 9

1926 年哥倫比亞大學正式接納T當年「移居」至阿伯尼紐的卅立圖書館

的團會輯學位。加上紐約去共圖書館學役的研入，成立7圖書館驅輯學校

(School of Library Serv icel 。計fJ中的兩年研究所課臣，單一年馬耳聽課

囂 ， 只是寶路認定，第二年才壘。要更專門的器里，但括圖書館學的進陪跟體

且學使內的其它課捏(1主八五)。遺囑讀兩年才有碩士學位的學制和現在兩年

重合謀星(Two.Year lntegrated Programl的碩士學制其實不 樣(草八四)

。

但是道種學士佳單一年研習結束R授于學士學位的方式，在 1940 年代

聖藝學生不繭的壓力，他們認為應該得到的是碩士而不是學念學位。 1947

年升佛大學圖書館學位率先攝取行動，主佈第五年課程可取得碩士學位 該

校並得到1IIi1館學教育書員會 ( BEL )的認可?迫使費包圖書館學會在 1948

年主佈圖書館學位所嫂子的第一個專業學位為碩士學位(拉八A)。德威爾

(Arlene T. Dowell ) 在追欄圖書館學使兩年制碩士學位的歷史時發現，其

實早在 1941 年印第安鄧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 '& 1945 年哥倫比亞大學

i'tE主佈第五年課程授于碩士學位) (，主八六)。

對於遺撞撞兩年專英譯直壘成-年的情形，主凡斯(G. Edward Evans) 
曾仔細研究凹且年至 1928 年間，美國大學學會禽等學術及專業學位香員會

(Committee on Higher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Degrees of the Asso 
ciation of American Univ. l 寫桔美國團會館學會圖書館學般有書員會

( BEL )的艷的報告，他發現有關圖書館學的訓蟬及學位授予的1J式， 連個

學衛丑專樂學位香員會酋做過非常明確的建議，其中但括

1 進入耳樂圖書館學課盟者，必項是主侈人立輩科學立大學四年租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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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軍散 步種壓史的做賢，踩到厲風﹒飽團體與賢明斜，做實的神魎 'u 

生。

2 兩年的專業研習期間 ， 以第一年學習圖﹒館學專業的學抖，第二年才

進入嚴格的研究所主曹部分 個此才能取得人士學讀科學碩士學位

(M. of A rts) 。

3 不贊成111111曲直醫學士說圖書館學碩士學位的攬子。[拉入七)

但是笑園區書館學會教育書員會不如是有心草無葷的去修歌、是立時，丑

聞過噩噩噩議事圈 。事實上修乘一年就取得碩士學位，被本不在要閻大學學

會(AAU)的考盧範團主內(垃八八) ，也就是說他們所認定的「尊樂J '是三

年的研習時間而木是一年。自咕佛大學、密西祖大學、伊利諾大學及加卅伯

克軍大學的幾個專業學科﹒個 社會工作、商業行歐、建策、甚律、教育等

來曹﹒酷7哈佛ll.Wi西扭曲教育學醋土只要一年研習時間之外，其它都要東

大學部所學揖 融學科或是專樂訓蟬至少兩年以上{t主八九)。還種修業年阻

不但影響劉圖書館學專業的認定，同時也影單到圍﹒館舉在研究所、學術昇

草募集界的地位。當筆者缸圖書館史的主獻中撞個所謂「專集」的攝象時，的

確覺到很大的實峙，但是以目前的現實現壇，想要有所突體實在十骨間醋。

兩年的碩士學位謀置值得學生有較充裕的時間學習更專門的內容，旦有

極會到圖書館實習。加州大學描杉體分扭曲圖書館與實訊科學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 lnformation Science at UCLA)是妻國第
一個踩限三年制碩士聽疆的學位(草九十)。該怪的海斯( R. M.Hayes l教授肯

宜兩年的學習期限有其必要﹒而且酷現申請λ學的水車因而睡高，對教師而

言 ，因為開授專門的甜甜謀而增進其研究E專樂的興趣(t象九- )。

會意""爾則認晶兩年制課程最終的壘車司皆是圖﹒館，自抉學生了解抉擇的

過程及如何做快策，值得他們在聖圖S館禮用之哇，能很快的負起責任來

(設九二)。但是索瑪斯 ( F. William Summers)教授則不~J揖嘿，他認為延畏

年限只是增加學生的學費負攝，除非可以確定延長時間能轉培育較慢秀曲館

員，能轉使唱主更頤j暱付較參的薪水瞳用他們，而不是以有經輯揖考盧的幌

件，否則只是對圈，輯學位有好虛，而不是對學生有好處(拉九三)。他們兩

位的讀話，正可以說明圖書館學校訓聶一位專業館員的年阻該有多久 ， 大喜多

數人的看出木ft缸「專業」由導鱗，竟然是極為蓋面化的「市場J需主黨ll. f顧客」

導向。



'" 教育資料與國﹒餒.. "三十饗讀應二閉 (w叫自 199')

自掛第五年課程過扭強調買賣醋，只能教一些基聽課聾，因而有的學股就

有T所謂揖六年揖盟的制度，壘。毛一些巴修身體第五年課哩，在工作T 段時

間之值，覺得有必要再進修的館員就讀。史在認為無輸是揖7服務而教育單

是揖7研究而教育，世使圈，當館服輔耳鬥化，第六年制的課盟的確有其必要

(位九四)。 更有些學校為T適暉增加新教材的過軒，時第五年課單單畏揖 18

個月，但是課程的延伸並未解決問題 。 因為我們祖痛苦的體現所謂合格矗佳

的能力，在鐘時間內宜過時了，因而可能無當有寶安配合新的服輯對象民聖賢世

備的需要(草丸Á- )。 個果延長修業年限也不能解決問題. t良顫酷的，我們並

盟有針對問題的重.u、所在東思考 。

令圖書館學控體賽j晶體的是，想要延長修業年限主柚造成負面放果，老

師們揖心館員的薪水恆、地位值﹒抽果修雞年限改揖兩年，學生恐怕不顧聾

予快就讀(垃九六)。 果真個老師們所預料的 . r柯能報告J ( Cωlant Report)的

調查顯示，只有19%的學生鹿為應該垂直修雞年阻，但是奇佳的是竟有70%

的學生盟有表示意見(訟九七) 。其實體會在圖書館學碩士學位到監應該唸多

藝品tZ 久的背聾，主要的問題在扭 曲果教育的要相吋U叫onal requirement)是

迪威「專集」的樣學之一，彈壓應該盟運些學專集人員學些什麼?它在鐘愛育層

組體系中應該定位在明裡 9 響樂的教育應該定位在研究所的層次，而教育的

年限鹽該依照教育的內書來決定 。 U專業地位巴壘到完全認同的圖學及挂律

來盾，其研究所的修業年限均超過三年 。 酷此之外，專享樂的內涵、理論的個

iltlH草鬥化的內容 ， 則是草藥的另一基本要來(垃九八)。

席位亦鹿為具有一年修樂年限，對肘唔賽共專業基曲直募集能力的人才

革不恰當(位九九 ) .但是到 1989 年在賣國也只有三所圈，聲館學較實施兩年

制碩士課置，即擎盛頓大學 ( Univ. of Washington ) 、北卡躍華納大學查珀

希爾卦控 ( Univ.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 l1 )及加州大學描拉曬分投

( UCLA) (拉一。0 ) 。

兩年的修樂年限~必使學生花費更步，卻不能保誼他們所得到的薪水高

世一年制的碩士生(娃一。一 ) .盡是令圈，醫館學教育事思到十封為難之處 。

但是長久以來 一年的修樂期限卻使我們不誼其他軍事黨所昆同 。 其，實驗了修

雞年阻不揖久之外，圖書館學教育所面臨的團有更~要棘手的困嘴 ， 連部分

擱在下面暐出對誼。(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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