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故談不上圖書館利用教育。

俘 寶真

相近，利用傳統的目錄學為工具，已收查尋與考

之書大概不超過經典史集之範圈，且讀書人水準

量不大，中國人為研究學問與考試進仕’其所讀

用間傳播的人類的知識與生活經驗，故書的流動

史被認為是藏書樓，在這個以書籍為中心的時代
＠’由於印刷術尚未發明，或發明後並未廣種採

對個別需要、閱讀能力以及教育功能，選擇與組

滿足其（讀者）求知的慾望與閱讀興趣，就得針

為中心的現代圖書館漸漸開始萌芽 ，圖書館既要

關的論說＠’在此尋求新知識的狂 熱中，自讀者

使對傳統種生憧蜓，尤以西方社會

進一層，同時人的臨界增高與知識 領塌的擴大，

隨著印刷衛的發明攻廣泛地被 採用，使書籍

證學術淵源流變之功能＠﹒，而西洋學者當時所研

織適當的圖書資料＠’隨著印刷術的改直以及出

圖書館在中國與西洋社會均有一段很長的歷

究之範圈亦多與聖經與教會有關之哲理神學以及

版品的快速增加以配合人類知識的逐年爆漲，圖

對於與教會有

流動量增加，刺敵人的求知慾與促 進人頸文明更

醫學等，且亦為少數博學與特殊份子所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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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圖書館利用教育所面臨
的問題與應採取之途徑
共問學科期刊（創刊號） ／ 民國78年 6 月

出各種制度，使讀者易於查尋，而且在積極方面

豐擅與處理曰漸撞雜圖書資料的扭扭，以便設計

書館且不但在專業知識與訓練上使之能適應時代

雖具有面對面直接個別溝通的功能，無論如何技

立起館員與學生之關係’但等待讀者前來詢問，

ECZEB

早期的圖書館

為興消極的片

應付知識爆權與學科檀雜分桂所設 計出來之各種

＃），雖已藉賽考服務與諮詢等工作建

EσE 『蚓1
口
、 。＝品的

還負有如何教導使用的責任，這也就是我們現在

巧與有創造性，仍被視為被動的行

學府運動（

所常說的「館員是讀者與讀物之間的橋樺＠」，

瞭解圖書館為

l

其服苦也可分居技術服務（早已旦旦﹞臼叩門丘自由 面服務，如何使學生有組織地全面
），圖書館利

樟索系統與查尋資料的工具書使用 法，有計劃輿

）與公共服務（ EE
用教育的積極推展，尤臥在大學教學中，應該是

且有進取性之圖書館利用教育運壁 挂大學幸知與

古巴仿門丘。
2

公共服務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罩，但是我們一直到

研究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步驟＠。

一九七0年且極美國圖書館利 用教育運動企

圖在大學教學中撞得一席之地位， 雖乎與館員在

學府中爭取與教學人員同等地位及 待遇（可巴巴

雜，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不如磕者

H

今天還沒有很重視這個問圈。

二、大學圖書館利用教育在新教學
法中所佔之地位
庫中的文化中心，由肝、使用者的興趣，需要與教

＠’但二者的聲展卻有連帶的闢悍 ，且相互支援

咒的EEm ）同時進行，但前者因所 接及層面較檯

育程度不盡相同，尋求服務的方式也不一致，館

，大學圖書館發展對新教育趨勢的 皮護也讀基於

在一艦公共圖書館內，包括我國目前正在體

員的峙的未能脫離讀者顧問（出自告『〉告白日，

撤底暸解教輯課程之革新

傳播技惜之改一且（主

有顯著的或對

即在個別指導的範圍內）的形態＠’具體的利用

扭扭聽方面）及其對使用者需求之影響力，著重

培育學生思考判斷與分析能力導至獨立研究之加

l

教育尚無從發展。

但在大學校園內卻遭遇著不同的情勢，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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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與課室講解之描輕，進而使甚多學科比較革新
之教學人員均已放棄傳統之教科書 1 學期報告

新教法中使學生靈活運用研究資料 之目標相銜接

障礙仍在如何其破對圖書館的傳統觀念及將其與

推展至某種獨立的地位卻有相當的困難，主要的

但欲使圖書館利用教育也能在大學新教學中

期中與期末考試之課程組合，代之而起的是以實

信有其且體實施的必要目及圖書館 員是否有能力

，換旬話說，也就是虹何確使學極 與教育當局確

與資格單獨草輔導教學，其至將其暨挂一門獨立

評鑑及分析寫作報告，如何親自發掘與華瞌証攝
較引述他人之觀念更具敢噎住，從事科技研究與

地與圖書館研究，使用原始資料與揖取較積極的

實驗的學生也不也再將自己限制在實驗室中，工

有學分的課程，前者注及到財軍分配的優先闡序
作開站前而需要暐解世界各地在此研究價場所進
行的情缸，無挂訣定自己應採的方式革步鹽，杏一 以及如何能童話到會無形增強學生研究潛能的功
的項目，即因
效＠ 3圖書館通常一種列為最佳考慮
、必要的，對此等在學府中形成不可忽視之新教育

觀念的考慮。

中外均面臨的所謂重視圖書館問題 自及對其價值

為止種功誰不易為人具體體騙得到 ，也就是現今

間最新穎的有關研究報告草文獻摘要是絕對有其

問題，美國圖書館員已漸開始奮與有關課程催正

位，而且也應該設挂變戲有故辜的教學機器

欲使圖書館利用教育能夠順利推展，整個大
學圖書館不但需要鹿為一個完善與整體的服務單

方向

三、大學圖書館利用教育 應發展之

，教學設施及實算分配教務與行政方面之訣策工
作耐心D

美國圖書館員單已事與大學新教學設計，且

，雖也經過許多掙扎，但最佳仍能大部份成功，

因需輔導學生研究作業與之經常接觸，較學校其

其主要原因之一仍在多數館矗立學歷背景能符合

（『門
R的
E 口問 EREE ）或教學有機體（斗。
9口計

他職員更能驛解學生之需要，要求視為教學人員

教學人員之資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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糞圓的圖書館資源理事會（口

古俏。門問呂門白白），其中每一個部門的作業都層
能一層轉達到改革單位，同時也缺乏外界組織如
針對讀者如何能掏達成順利用為目標，每一位館

可出自己已門口怕的或簡稱已「出），國家人士學科基

門出口 EEH

Z

閏月）以及英國的國家 教師高等教

出口已。君臣E
也r

－－）門戶口

員，尤以在與讀者直接接觸的企共服務部門，都

金捐贈會（

白色 Er

能有能力居功地指導學生獲得有關圖書館的利用

EE或簡稱 Z

2

控捷，更重要的是圖書館本身應發展一套針對學

育但進協會（ 25oz －〉切的。口古自。己
問Afpotz
已且

臨 的種種問題

tb『臣自己一 旦或簡稱

〉→『自由）可且對圖書館所面

E 『EFRB

ZEEEF

校特質（教學與研究重點）的利用教育計劃晶）。
以我國目前的情扭，要達到這些目標固然有許多
困難，也有若干在目前看起來無法克服的障礙，

我國大學圖書館員之所臥在校 內缺乏影響力

與發展趨勢進行研究與調查，並予 且 相當的主擾

與學生主催學位的一無所相比，但未來很可能與軍

，是由於目前多數圖書館，尤臥在 中南部一帶，

但是求知上的需要與時代的攝鹽會遲早克服這些

訓教官室的軍訓課程，三民主義教學組的固立思

尚處於一種殖民地狀態。館長多數 由 非專業的教

或提出若干具體建議曲。

想以及訓導處體育組的體育課程等同列為共同必

授兼任，館員有的是半數，也有的 在半數以上未

困難與障礙，圖書館的教學功能與目標固然不能

位或必置。

受有圖書館正式教育，此種現象雖 已漸有改善，

但中國傳統上的人際關係’政治安 排與權宜蛋協

在國圖書館界對政府教育當局以及大學圖書

員把圖書館當作轉業的跳板與騎馬找馬的馬，無

業水準’館員素質專業精神立提昇’因此若干館

等現象仍會操縱圖書館前途的華展 ，且影響其作

館員對學校行政當局的影響力是非常徹弱，而且

法找到第二匹馬讀轉業的館員，就有抱著拖典禮

四、我國大學圖書館利用教育發展
所面臨之問題

無適當的溝通管道，能將學生對圖書館的措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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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評鑑像歐美國家固書館員所常稱一在車期間所

擔任同樣的職位與做同樣的工作，沒有方法與標

他們做與不傲，上進與不上進都拿同樣的薪水，

學生獲取更快捷與更適合其需要的新油識，因為

技能，甚至還想增強男一學科的專長，藉以協助

的態度，很少有人想費心機再去接受新觀念與新

學方面的著作，一步一步上昇至一 等館員，在其

館員憑其學歷、資廈、工作哇績， 甚至在圖書館

中，而不像美國大學置書館館長是 由三等或四等

到圖書館內就容易將其孤立在行政 區內的辦公室

觸的學生大多是在其系內所任教學科的教室內，

服務觀念上，更會產生差異，因為兼任館長所接

生許多因難，尤以瞭解學生的需求以及適應新的

3 ，一一這廣泛的工作經驗中已漂入接觸到親 身至闡書館尋

Z o－
三．
J三
－
3
r －呵，但弓之三

獲得之新職業技能一（
Eos －∞EEm）以迎合時代之變運其需要

單位，酋長是一級主管，與三處主管及各學院院

依照在國大學法現定，圖書館是提內的一級

與提高素質以增強教學潛能與指導 學生利用圖書

圖書館工作士氣確是一大打擊，且 對於眼取新知

，且在大學內將其視為一般之行政 職員，不但對

求特別協助的讀者以及體驗到各部 門的作業的問

長地位平行，故必須由教授兼任。但在無圖書館

資料亦是一項損傷，欲將我國的圖 書館員由學校

就是目前在台灣有放推展圖書館利用教育內的主

學系的大學，館長就得由其他學科的教授兼任，

職員身份變至教員身份或比照後者 列分等級＠，

題。故表團圖書館無法將館員依照 標準分列等級

然後才能有發言的力量以及為圖書館爭取更多的

以利圖書館利用教育之推展，並非 不可能，卻需

要障礙之一。

利益，近十幾年來台灣多數大學在非專業的館長

校改制成專科，再改制成學院，將來為提高圖書

領導下，有此一一的確也有輝爐的成就，甚至其本身 要長時間的第力與外界的重視與支持，在國為重

已變成圖書館學方面的專家，此在圖書館面臨革
命性的挑戰與進入資訊化時代顯然是非常重要的

館員素質，將目前大學中的圖書館系改昇至圖書

視國民教育與提高小學教員之素質，已將師範學

，但在業務推行，館員工作評鑑及溝通上卻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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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研究所恐怕亦為大勢所趨。

依賴學校主管當局「恩賜」’載能否重視其功致

間相互合作與交換經驗，利用教育的推行很可能

體規劃臥配合學梭教學重點與發展方向，館際問

發揮新功能之評估，而且圖書館本身也需要做整

持，以便影響教育與學校當局改變對圖書館所能

能夠解訣，圖書館利用教育之推行仍需外力的支

如果大學間書館員素質可以提高，師資問題

日趨檀雜，乃發展一套「圖書館服 務增強計劃一

圈大學生閱讀與寫作能力低落以及 圖書資料組織

究圖書館＠。一九七 0 年代後半期 理事會鑒於美

專門研究圖書館的各項的問題，尤 以對大學與研

個私人不圖謀利的組織，接受福特基 金會的捐贈，

為有學分的課程時。美國圖書館資 源理事會是一

以及具有教師資格館員的說服能力，尤以將其列

像目前台灣各學校之各自為政，能否實施幾乎全

五、外界的支援與大學圖書館利用
教育之推行狀混

之合作共同發展一套均可適用的教學方案與視聽

將利用教育納入教學軌道，亦即此 後所常的圖書

探討大學行政當局，圖書館與教學 人員如何合作

出口﹜
（「在門自可河
的
2H
B∞
E 口 口也 可門om門mEEO ），

E耳
克已「。因阿（

0

4Z

7戶口問0）的

R 沌

教材也是迫切需要的。一九七 0 年代美國圖書館
界發展出一套名叫中
。且呂

E 泣。口戶口已 Fm 可 ZOEC口出自

交換教學計劃＠．，英國也設計出一項名叫

館導引與講解（ E 宵。門）O、
ZSE 丘。口戶口已門口丘
gg ）或書目講解（
FOM
白旦門口已
E
Z
F
o
m
Z
E
人員納入圖
吉

書館下正常的作業系統，理事會根 據一項謂查捏

叮叮OZC「∞ η
『∞臣。（臼什L
戶E
口mc口
口。 。叫
o甘『∞。
Z己一og ﹞戶口已巴巴〈巾門旦
HL
耳
河 922 ）全國性
額似美國教學用的方案＠。歐美國家在圖書館利

出兩個不同的方式，一是根據圖書館的大小，在

口）＠’如何將從事此項新工作的
－
o

用教育發展上，尤以對高等教育的確比我，們進步

正常的系統內設置一特定的人或委員會，專門負

責館內外的協調，尤以與攜任正式課程教學人員

許多年。
沒有外界的支持與設訂一套規範以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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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圖書館教學的人員應介於館內正常運作系統

人大學，多數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與貧民區，中

讀輿寫作能力每況愈下，尤以位在南方的若干黑

的聯絡．，另一是採取較獨立與超然的方式，認為 工作，不過主要的動機還是在於美國大學生的閱
山外，但亦興圖書保持某種聯繫＠’但仍然是第

學教育基礎不夠紮實，有些祖本未

如何使美閣大學當局重視圖書館利用教育的

申請政府補助，還是准許他們入學 ，結果造成學

的水準’但學授為了維持學生名額 ，廣收學費與

達到升入大學

一種方式為多數美國大學圖書館所揖用。
重要性與接納理事會所建議的方案，後者與國家

生程程度學差不齊，老師教起來很

感吃力，尤以

人文學科基金捐贈會均對前者提出相對基金的援

究資料，相信是可以幫助他們增強 其閱讀，表達

助（古且早已問三三己『 DEE－－、），凡是大學有在撰寫報告時，學生有的不知如何 著芋，藉圖書
館利用教育的實施與指導其如蒐集 大學方面的研
認為提高學生閱讀輿寫作能力以及展間書館導引
興講解計劃的必要，可提出申請與計劃書，鐘，准

c

與分析（研究）的潛能

但事實並非如此單純，推行這

＠’面臨著一些進乎無法克服的問 題，這種所謂

同今天在台灣謹所大學圖書館正在 做效中的一樣

種利用教育如

接簽定五年之合同，由捐贈者與學校新聘用講解
館員之薪水，所需之教材及參加短期訓練與研討

會等之費用各提供一半，五年期滿後學校自行

法
、
o

定是否繼續推行及將講解館員聘為永久之正式人

員，被援助之學校在期滿值多能維持現狀＠

與資源從事圖書館利用教育工作，而不崙要外援

人員而未申請，也有的諒為本身已有足夠的人力

一，由其教師代表與圖書館安排一或兩節課時間

效果亦不太會理想，通常大一英文課程是比較統

對學生不具有拘束力，而學多非在用時，故學習

導引與講解本身並不是一種獨立有 學分的課程，
而是附屬於其他課程中注用以支援其他課程，故

，所願申請的學校有些是因為本身經費困難，藉

，由任課老師按日程表帶學生至圖書館的指定教

但有的大學不願增加校內的負搶去僱用額外

此可以儷用額外人員協助推行圖書館內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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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與使用法。在此可以看出中外老師有一個顯著

室接受講解，甚至譽觀或親身暸解圖書資料的組

時的時間不可能概括如此厲的範閣。

法），應一茲在導引與講解中著重，但是一兩個小

開一兩小時者有時也會遇上，但實在不太多，中

，亦委託其他老師或以電話通知講解者，藉此你

大多數是親自陪伴學生至圖書館，即使無法前來

書目進行講解，或命學生就其所研 究的範團與該

有學科專長的圖書館員接洽，請其 協助就一該科的

學生瞭解所控科目有闊的研究資料 時，會主動向

究所與比較專門課程的教捏如果認 為有必要使其

美國另一種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傳授方式是研

國老師似乎認為，這是把他們授課的時間讓給圖

館員個別磋商，有時館員亦與其有

不同之點﹒﹒美國老師（在台任教者亦復如此）絕

書館，可能不會想到也與其教學有關，藉此可以

所聯繫’使後者能夠瞭解圖書館所 可能對其師生

學科專長之系

相互觀摩與瞭解以增強學生的學習能力。

提供特別之服務，比較開明大舉之 系所有時在討

圖書館員處學到很多以應付當時簡單的報告與作

學的第九年級（相當我國之初三）起已從學校的

片，百科全書以及各種索引等，美國學生早在中

去傲，老師也不會太重視它＠。如何使用書目卡

與他們所值的課程並無直接關連，學生不會認真

機會不多，圖書館也偶而準備一些作業，但究竟

是時間太少，無法使學生深入，而且當地轍習的

與總館無隸屬關係）制度下之現象非常普遍＠，

於歐洲大學分館（即屬於研究所本身之圖書館，

英德二國學者館員（中

科專長，甚至一該學科博士學位者並非缺乏，尤以

蒐集與發展＠。歐美國家圖書館員 真有某方面學

席，然後方能對新聞課程之相關資 料做進一步之

（的∞
EERm ），也會邀請有闊的 館員事加或列

論新學期課程開設時，尤以研究

此種方式不會產生太大學習效果的主要原因

業，現在這又學這一套等於嘗「中國的冷炒飯」

美國近年來亦因就業市場之不景氣，雙學位（碩

所之專題研究

’倒是國人曾圖書館分頡法他們從來沒有接觸過

士）之館員在大學圖書館中變得相當吃番，對於

4 －
ZCE門－LZ2 月日
J）服務

（美國中學與公共圖書館全使用杜威十進位分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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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樓觀念的要破。

善，其所產生的新教育功能很有助於傳統圖書館

之人才向感缺乏，不過對於圖書館形象卻大有改

人才仍多集中在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面，科控方面

較高層面書目講解工作之推行有極大之幫助。但

用典語課有關之研史資件，中國教 授也有少數很

，甚至在開始上課磕帶學生至圖書 館介紹如何利

書館暸解館藏狀扭，福型所擔任課程之吾有書目

工作多年，經常見到美籍教授在學期開始前到圖

與經驗亦較強烈奧豐富，筆者在國內外圖書館均

求館員前往教室講解車帶學生至圖 書聶請求協助

來年青的一代，每學期挂掏看到一 一兩位，至於要

重視圖書館方面的利用，但多阻於 挂國外留學回

教育推行的層面亦隨之而昇高，但教授實際挂鉤

者可臥說很少遇到，這也怪中國直 書館員學科背

雖然美國圖書館員素質之提高使圖書館利用

目及有關研究資料能詢有系統聾解之情扭扭非普

景太差，這是值得圍內提事圖書館 教育人士樟討

利用館員之專長與技佳，使學生於學科草特定書
遍，雙方之合作需有待進一步之勢力及一盛時間

的問題。

學生利用圖書館資料的程度及肯與館員合作以求

體上言，美國大學教控對於圖書館的重視，要求

不應佔有特定一門課程的有限時間骨。不過就整

圖書館之技能應在其整個學習過程中運漸獲得，

要圖書館方面的協助，更有的認為學生如何利用

導學生如何利用資料或其所敬的課程性質不太需

學已開設有學分的圖書館利用課程車為非圖書館

些，在這一方面，國內的發展並不落後，若干大

’因為對學生有拘束力，控果相信較以前稍好一

學分或無數分的獨立課程，少數學 校已在執行＠

通過年的趨勢 有將其塑成有
認為效果並非理想曲 z

一英文之控課時間，由於本身不能 獨立，一般均

，但仍然需要附屬於其他課程之內 ，尤以借用大

美國圖書館利用教育推行已有 十餘年的歷史

使之相互溝通，有些認教授並不擱置第三者侵入

增進學生研究潛能的願望遠此我國高，且前者本

系學生而聞之圖書館學概論，叫備對圖書館之組

到他任教科目的欖壩，也有的認為其本身能鉤指

身就治學觀點與求知態度上對使用圖書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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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資料之查尋以及計劃從事圖書館工作或投考

這種觀念到現在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一直到今天

大舉生以記教授講義做為吸取主要知識的泉源，

某類的書時，用最原始的摸索方法 ，一個書架接

索引用來做什麼或根未就沒有試圖用過，當要找

還有到大舉生畢業前，仍然不知道書目卡與各種

圖書館研究所有一概括的認識＠。

六、我國需要 積 極 推 行 圖 書 館 利 用
教育之理由
我國大學，甚至整個社會需要積極推行圖書

男一個書架瀏覽一遍，最後還是大 略可以找到所
需要的書籍，有一位同學到美國留學時，第一週

上課教授就指定一個研究題目，用 這種摸索方式

館利用教育之迫切遠比歐美國家強烈，其理由可
首先，技們不得不承認，我國圖書館

略分如下

之發展比歐美國家落後甚多，直至最近十揖年，

百萬冊以上的藏書。

就無法生妞，因為美國一所稍具模 的大舉，常有

今天大學教育方式與學生求知 過程又面臨新
的挑戰，知識的爆長與累積量不斷增加，成長的
快速與觀念淘舊換新已使傳統的印刷物（尤以書

國家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才肯對文化事業
大量投資，各地文化中心與圖書館漸具規模，但

此項文化事業發展的最終目標仍在使民眾充分利
用現代知議的寶庫，如何能充分利用不但要使其

籍）幾乎無法承措與迎合其需求， 代之而起之新
的知識傳播揖體如期刊、研究報告 、視聽資料，

內容或館藏滿足民眾與讀者的需求，而且需使之

有適當利用技能與觀念，公共圖書館利用教育的

甚至資料庫愈顯露其重要性，且有 取代書籍的部

如何快速選擇新穎與適合學模教學與研究所

需的適當資料，有些是系所未能顧及到的與處在
學科間漏縫中，以及如何使師生有效利用奧查尋

是

份功能＠’在此種情勢下，圖書館 所面對的挑戰

推廣仍屬社會教育的一部份＠。

大學圖書館利用教育在目前台灣更擷得迫切

k

書的地方，不像美國中學生有機會

需要，由於聯考制度與升學噩力，中學生早已把
圖書館當成

常以圖書館資源作為老師指定作業的參考，過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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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資料。

國內大學圖書館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具有

．，學生在使用英文章引時會比中文章引遭遇到更
多頭似的困難。

字上的隔間，例如讀者使用中文章引時，華現

體與使用查尋英文工具書如章引等所需通過之文

美國同伴害兩重回塹，﹒缺乏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基

查尋到最適合讀者需要的資料，丑國大學生較主（

能興有足掏閱讀能力啞取國外的新知，如何可自

吃力，但大學語文教育的最終結目標是希望學生

，固然這在館員的處理與學生的利用土均會感到

國學生並未生活在英美國社會中， 僅從課堂與書

國學生祖容易照字母的順序即可直 到此字，然中

一細額，若技肚方面的英文資料卻不是太難，美

，接昭…分頡表去查又不知道放在法
律或醫學的那

文期刊論文章引不會照持定名詞排 列或有此索引

的聾化與性質，要找一篇「安樂死 」的文章，中

並非在英語社會廣泛揖用以及缺乏 瞭解英文字形

其腦內需通過中士的翻譯，可能所 想像要用的字

在國大學生男一個使用英丈索引的困難是在

一見一與一事見了即使山前沒有用過，但在日

本所得到的英文芋，尚不足以涵蓋 其相互間的關

高學術水單的資料一半斟上是西文（尤叫英文）

常閱讀經驢中，大概可以猜出是指何種涵義，但
有使用經驗的讀者，即會造肢混亂，如果沒有經

而在暸解藉英文字的附屬關係’由 未知字找到所

的資料，在國圖書館利用的重點雖 不在教英文，

很難找到相關

過系統的講解與實地作業，令學生使用華文章引

應韓國的大單草鞋普通的一頭，例 如安樂死應屬

保，若不知道安樂死的英文字，就
－－典文的。由自古巴，沒
Ero

時，先跳過”的自己的。“所列出的項目，即先查

於死（口 EF ）的一頭，死包括各種不同的死，

使用英文章引時，看到

闊葉下面的資料，如果有必要或想知道有關研究

SF 這個索引，
自鞋也是其中一種．，令讀者查口

講解時亦可乘機鑑別期
o

在其白自己的。的下面有自己ZS 古典 Em竺古口育
，即有安樂死的含章，自己古巴告表示無痛苦

主題進一步的問題或資料，再回頭春”的伯伯PEC
“下面所列的其他索引

刊索引中的文章題目，作者，刊名與出版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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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先生也說過，現今的大學生很容易被功利主義

死立一蔥，可能是醫學方面的用字．，而且閃古古 ’老師要考那一部的，他們就準備那一部份，李
巴。
戶 似有法律或自由選擇之合一意。另外也許有人

的功用也會直然而然

出國留學時，再去補習班拼命補

習 托福與 CE －－）

避兔看英文資料，就以少看為妙， 等 到有一天要

奠定好英文與研究的基礎，連外文系 的學生能夠

所感染，什麼對他們目前有利與方便的，他們就

先做了再說，很少有人想到如何在 這 大學 四年中

gc

因EE m ∞。。因己rSF戶，

想到豈可 aEEHH
m 也是安樂死的一種，但一查
索引，卻知有旦
角是

因此在講解或寶習中，

。

的明白了，故此種訓練單靠個別的口頭詢問或一
兩小時附屬於大一英文的講解是不會生殼的

理工的學生均知道 Z S P
與出 g tD都
m代表熟的意
義，但實際的含義與索引的使用上卻有很大的差

要饋，更可以對英文字會進一步的靈活運用，學

當屬必要，藉以瞭解許多工具書的特性及查尋的

上的障礙，有系統、有計劃與有學分課程的安排

是下一次的事，這是為什麼有主一學生 欲查老師所

老師規定的作業，交了卷，下一次 需 要找資料那

的，以備下一次再利用圖書館時，

好以後，很少有人間或想知道是用 何 種方式找到

發現有些學生要求協助查尋資料， 等到替他們技

等，以筆者在國內大學圖書館數年 之 工作經驗，

別，前者指本身己含有熱量如溫度等，後者卻指

開書單之書名，而去查標題卡片的 原 因，因為他

由於在國學生查尋英文資料時需要通過文字

產生熟的燃料或物體，如果稍有不抽出或未加區分

們根本就沒有去期刊卡片目錶撞去 查 書。

由於文字上的隔閔’圖書館利用教育基礎的

七、由兩個大學之實例看我國圖書
館利用教育之推展

式自己去找，只要能夠把當前的問 題解決，完成

可以循這種方

，就會引起混亂與找到一些不相干的資料，徒然
一浪費自己的時間。

但卻使我國大學生自動自發去設法增加他們
的研究潛力與找尋資料的技能是絕對不可能，正
如李遠哲博士所說的，我國大學生實在是太被動

52

一百八十多個人賽在一個講演廳 上直書館利
用的課，只見人頭，實在不是滋味，講讀巴感非

他在做實驗前，往往都希望知道一些有關且項研
究的最近資料與實屬方法的最新科技文獻。

據學理工的同學表示（絢佔選謀人數的大半），

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學生運圖書館利用這門課呢可

薄弱，教學趨向於獨立研究與國內學生學習態度 該年級（九百四十五人）總人數六分之一強 D為
上的被動性，他們需要較歐美學生更多時間與注

意力在此方面打根基。近年來已有部份學生與教
育界人士認為的確有將圖書館利用列成大一或大
二的必修課程，正值此時教育部規定大學生在畢

業以前必讀選修兩門通識教育課程，因此若干學
校遂將圖書館利用或圖書館學概論附列其中，此
方面的教育也聞始得以萌芽。

但學校為了應付教育部才開通識教育課程，

常吃力，又如何能夠示能呢？帶到圖 書館實習更
是一團糟，杏一尋的工具書少得可憐，任課老師要
求學校准許分班上課或分扯到圖書館實習，並要

屬初閉，不會有足夠的學生選這門課，但學生對

利用，可謂百家爭鳴，起初學校當局以為後者係

前為一該校三年級學生同時開7十多門通識教育的
課程，由人生哲學、理則學與國際關係至圖書館

課程的基本概念，「圖書館利用 1
一附在其中也會
得到如此待遇，以中部一所國立大學為例，兩年

，將課分成三班，由早晨七點十分上至十二點，

教育，礙難照准。

鐘點費，至肝、請館員任助教一事，因此課是通識

四小時，即將課分成兩班，超過止限則無法支付

，臥便學生到圖書館時可以分擔任課老師的負搶

故其目的也僅僅是一
萬學生多多少少得到一些該等

此方面的需求立即表現出肯定的態度。第一學期
開一班即有一百八十六人選．，第二學期增至兩班

共五小時，即使如此分班，人數卻極不平均，三

求由一該校圖書館員中指派一名助教，幫忙數小時

，但還課人數卻增加至二 E 五十人左右，日當時

、四節有課的學生幾佔大半，無法上最後一班（

老師不得已只有利用來枝上課一上午的時間

及批改作業。學校僅答應兼任教師最 多只能教課

三年級選課總人數近一百六十人而言，雖佔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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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輪到他們的時候，下課時間已至，又需趕

同學鹿看不到工具書，也聽不清楚老師在講什麼

能像在教室能使用最大的音量，自敢站在挂面的

，到圖書館講解為顧及到其他讀者的安寧，又不

風，學生稍有耳語或不注意，即會有人聽不清楚

人數太多，這種邊講邊示範的課，不可能用賽克

數，結果有將近一百人上第二班，由於
也不 在 h y

十點鐘臥後），，不願早來草無法早東上第一班者

工學臨之學生分別集中上課，現在持 一大堆人集

時間稍了調整，使之互不衝寞，然使 將文、理與

館利用」’學校就應早就分班的安排 ，將上課的

不滿意當前的敢學情扭，既然這麼多 人選「圖書

方法，再入寶山就不至於軍手而歸。但是他們並

，知道圖書館的組織，找尋資料與利用工見書的

中揖章，不知從何處著芋，現在催了這門課臥後

的知識很缺乏，每次進去要想找資料時，均在暗

中在一起（包括各系的學生），老師 臨感辛苦，
儘

學生得也得不到預期的學習故旱，外 交系的學生

上其他的課，此事向教曹長反應的結果卻是

量讓在上課時無法充分利用圖書館的同學在課餘

科技資料的利用方法，前者他們認為 是皮毛，種

時自己再去蟬習，一置在國內一種動學習的風氣下是 埋怨，此課在圖書館的基本概念介紹 後，即著重
不太可能辦得到的，學生本身對於圖書館內的資

絕大多數學生的建議，回書利用 一課最好能

者又與他們所學沒有關連。

分的課，對他們又無關痛癢’要他們自動自費的

提早在一或二年級間，而且瞎話列為 必修，偉目

料與查尋工具過去毫無接觸的經驗，而這種接學

東學，在其他重要功課的軍力下是很容品種忽略

暸解學生對此諜的反應，多數學生均表示這門課

在學期結束時任譯老師做了一夜調查，以求

更有同學建議，這種利用方法的課最好能與他們

好趕上需要寫研究報告的課程，可自派上用場，

用到的機會實在不多，如果間在一、 二年蔽，正

已快畢業，

對他們很有用，但並不滿意目前的教學狀班，並

早內所間的史學方法能有圖書館部分納入其中，

前給三、四年級間，學生位完此課值

且提但若干建議，首先他們認為自前對於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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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化的情況下，對各方有所專長的專家合作教學

出HZD
）。在現今學科分技與攝變愈趨植雜與專

生推行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師資問題， 如果學校當

目論文（ EZ 古曳 ，主】）〕
h
三－
﹛
臣是），但由此卻產

溝通，且可個別指導學生揖寫以資料為中心的書

這也就現在所常說的合作數學（斗目〉宮→由〉凸 學分由此任課老師有較多的時間與學生面對面的

，各貢獻其所長，對學子是有所補益。
綜合報告呈送給學校當局。並且希望能鉤轉呈教

可選修的圖書館學概論即無法權闊，此又接及到

書館員兼任外文系的研究方法，為其 他系學生所

局不願增加額外負擔而僱用專任教師 ﹒而僅由圖

育部做為圖書館利用教育發展的參考但一直沒有

今後我國教育當局如何重哩奧仔鞋研 究握高學生

任課老師將學生的各項意見興建議寫成一個

回音，不過後來在一次談話中撞教務長表示，圍

研究潛能之問題

題，但是比較重視圖書館的英籍外文系主任把一百

因選謀人數過多，面臨與前述固立學梭同樣的問

學的概念外，還是利用與資料的查尋方法，後來

館學概論一課，主要的目的除了介紹一些圖書館

男一所大學並未設有圖書館學系，但卻間有圖書

般人對圖書館及其所欲推行的工作，甚至能促進

奠定了一個基礎，一步一步地緩慢向 前移動，一

遍地受到重視輿認為有大量推行的必 要，但總算

出現卻是最近幾年才開始萌芽的，雖 然尚未被普

歷史，但在大學校園內以正規有學分 的課程姿意

中外圖書館利用教育發展均已有 近十鐘年的

。

內大學任何課程的開設都必讀與教育部的決定相

系的 選 課 同 學 抽 出 ， 另 成 一 班 ， 且 由 此 而 演 變 肢

文化進步及提高教育水準與研究成果均不會持否

八、結

該系學生必選的「研究方法」’專為二年級而閱

否定的態度，但也不會將其排在應考慮執行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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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學校不能擅自決定。

（夜間部三年級），揉小班制（一班分成兩組，

系列的最前端，一部圖書館史，其絕大部份就是

私立大學對此方面的問題則較具彈性，台中

每組以二十五人為限），分上下學期土諜，址（三

論

普遍的支持，應用與瞭解曲，令天我們可以看到

與發展即賴此少數人聲力爭取與說服，方能獲得

館會及故推行的工作而掙扎，圖書館之得以生存

經過星期的忽視與冷落，並永遠為極費、人員、

到學生主催學科的專門資料利用。

基本概念與其在現今社會的功能起，有系統地學

二年級開設必館或選悔的課程，從體解圖書館的

劃’針對我國學生被動的學習精神，在大學一或

訣的師資，經費與學生額外負擔的問 題，前者又

及到不耳解

多來圖書館利用教育的推展也就是在這種不斷向

連樓到市場供求與館員的素質問題， 目前在台灣

也許有人會聯想到此項費展會接

前啟動過程中趨向更完美服務與增強其教育功能

國父思想與中國通史及現代史為大學 生的共同必

7勉可算是對圖書館方面的大眾需要，最近十年

的一種。

均較歐美國落後，但我們需要此方面唾展的迫切

論在速度，本身條件，外界主握以及瞭解程度上

書館研究必會應運而生（多），目前圍內僅有的

育部能將圖書館利用列為必值或必選 課，圍內圖

生，甚至令天造成俱過於求的現象，

催課程，三民主義與歷史研軍所也就 應需求而產

卻遠較歐美國家強烈得多，尤臥導引年青學于眼

一所固立台灣大學圖書館研究所每年 僅招肢十二

不可諱言地，我國圖書館利用教育的推行輿

取新知與走向正確研究之途的大學圖書館，其主

名學生，畢業接具有學科背景（或專 長）與精通

與研究指導工作文有幾位？美國在第 二次世界大

如果未來教

要的原因在於圍內學生在中學時代就缺乏圖書館

外國語文者能到大學圖書館擔任讀者 服務的諮詢
k 敢學法的

利用教育的基礎，到大學撞又需透過外國丈字上
的障礙利用部的西文賽考資料，再加

間書館學碩士以下或非專業的正式館員，故國在
館員素質的改善方面的確較美國講故許多年，如

革新（趨向於獨立研究）斟及資料與學科間相立
戰後巴特大學圖書館系還漸昇格至闆書館研究所
間的華麗日漸撞雄，而主（盾星與累積量也達到驚 ＠’ A可天在一語國大學圖書館內巳蠱乎看不到且有
人的程度，在此種情況下，圖書館利用教育必讀
積極爭取外界的主握與贊同，做整體與全盤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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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關書館利用教育能有計劃地推行，大學圖書館
員就必讀取得教員的地位，方能擔任正規課程，

目前閩書館的狀況

。

由這位教授的談話中也聯想到圍內聞書館利

，

學生在教

那就是與圖書館本

用教育推行的另一個問題

︱

就無異會獎勵館員上進或自行設法改善其素質，

身的資源與作業標準有著密切的關保

室內被教導如何使最新之標準查尋資 料，如果圖

也間 接 加 強 圖 書 館 服 務 的 品 質 。

如果促成實現此項目標，就必讀有外界，尤

書館仍使用十年以前的標準揖目，部 份的資料即

無法找到，再者圖書館資料如果無法 與學生的需
要以及教學與研究相配合，十份要用的資料只有

其是政府方面的支援，同時也要靠圖書館界領袖
的說服力與影響力。今天間內圖書館員與其領導
階層，甚至與學梭及教育行政當局的溝通管道的

一份有，讀者即會攝少利用的興趣

用教育的推行與圖書館現代化互為表 裡’一體兩

c

故盟書館利

確太狹窄，這是一方由於前者缺乏專業精神，再
一方面也由於地位低，沒有發言力量

面，必須相互支援，方能達成圖書館 服務的最終

載們很可

以像美國在一九七 0年代美國圖書館資源委員會

目標。

c

與國家捐助人文學科委員會合作主例＠’由國家

科學委員會與文化建設委員合作支助與帶動圖書
館利用教育的推行。今天學校總希望由國科會補
助聘請名牌或客座教授回國講學，以增加風采與
教學陣容，甚至連閱讀英文課本極感困難的大學
「你經常在談論如何

二年級學生，也有美籍客座教授前來授課，誠如
一位外籍教授告訴筆者說
棍的工作卻忽略了。

」他所指的當然也包括我們

提高研究水準與學生的讀書風氣，但許多基本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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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實真，「學術與研究圖書館在研究與數學上
所掛渣的新角色

＠見前註，已註’叮叮－缸，也。
＠見前註’叮叮且也。

圖書館學會報，第訂期（民間 1年口月），頁

書館導引與講解館員，此項職務對利用教育工

期開學時致使者之詢問函（類似問 卷調查），

＠根據筆者以前在美國與教授接觸的 經驗及每學

學科專家的探討」’中關

＠見前註’叮叮戶泣。

斗。』40 。

作推行最大之好處是可以集中全部精力與時間

以期暸解任課老師對學生利用圖書 館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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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都由該校的圖書館學研究所負責開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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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女士認為不宜將圖書館學觀詣的控論內容
（介紹現代圖書館之概念）混入其中。
＠主振鵲，「文化中心圖書館之規劃一中國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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