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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圖書資訊學？

資訊載體

人

任何「有告知力」的
訊息與內容

書、聲音、圖像、
資料或電子裝置

圖書
資訊學

與資訊產生
互動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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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圖資系

1. 前身為圖書館學系暨研究所，1998年正式更名
為圖書資訊學系，簡稱圖資系。

2. 教學、研究具科際整合特色：
課程涵蓋人文、社會科學與資訊科技。

3. 教學、研究體系完整：

我國唯一擁有大學.碩士.博士班之圖書資訊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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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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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師資

o 13位專任教師、9位兼任教師

o 專任師資概況：

- 教授6人、副教授4人、助理教授3人

- 最高學歷：美國9人、臺灣3人、日本1人

- 最高學歷背景：

o 圖書資訊學、資訊工程、資訊科學、教育科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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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圖書館 視聽教室

資訊室 編目室 兒童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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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圖資系 |

教學實習
場域



職涯發展

7



圖資系 ＝

利用徵集、組織、設計資訊的力量

促進可信賴、高品質的資訊流通
讓人類社會變得安全便利
制定平等有效的資訊政策
協助知識的傳播與傳承
協助資訊的獲取、利用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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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人--職涯發展

數位內容、
傳播、出版

國家文官系統

資訊科技

資訊、知識服務圖書館、文化、
社教機構

讓最新、有品質的資訊流通

平等、有效的資訊政策與服務

創新便利的資訊生活

人類知識的傳播與傳承 資訊的獲取、使用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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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人--職涯發展

資訊娛樂、人機互動、介面設計、電子商務、搜尋
引擎（如Google）、系統分析、專案管理、系統開
發建置與導入等

多媒體、網路書店、實體書店、出版業、大眾傳
播、資訊媒體、智庫、生活資訊、健康資訊、專
業資料庫、工商情報、產業資訊服務、分享經濟、
新創產業等

直轄市、縣市鄉鎮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大學圖書
館、檔案局、國史館、資策會、教育產業、研究員、
大學教師等

＊＊詳盡的系友專訪可在系網首頁>職涯發展>系友分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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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內容、傳播出版

圖書館、文化社教
機構、文官系統

資訊科技

資訊、知識服務



圖資人--升學方向

圖書資訊相關研究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資訊科學、人機互動＊、資訊設
計研究所＊

圖書資訊相關研究所、新聞傳播類、
管理相關研究所（企管所、管理科學
所）、資訊設計研究所＊

圖書資訊相關研究所、其他相關專業領
域（如法政、教育學、公共行政、文化
行政、社會學等）

＊海外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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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內容、傳播出版

圖書館、文化社教
機構、文官系統

資訊科技

資訊、知識服務



輔導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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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圖資學習、輔導資源

羅思嘉老師 (整除)

大一導師

陳光華老師 (餘1) 張郁蔚老師(餘2)

專任副教授
教授大一圖書館學導論

專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教授大一電子計算機概論

專任教授
教授大一參考資源

選課規劃、生涯發展建議、生活適應、緊急事
件、遭遇學習或甚至生活挑戰…等。
分班方式：學號後兩碼除以3

13



臺大圖資學習、輔導資源

羅思嘉（整除）、陳光華（餘1)、張郁蔚
（餘2)

大一導師

系上行政人員 魏逸晴助教（大學部課務）
蔡宜玲助教（碩博班課務、獎學金業務）
徐瑜君助教（系圖書館與實習指導）
潘盈達助教（資訊室業務）
夏念鄉小姐（服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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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輔導與獎助資源

• 助學措施
• 獎助學金

身心安適相關 • 學務處心輔中心
• 學務處保健中心
• 學務處職涯中心
• 學務處校安中心
• 總務處駐警隊
• 性別平等委員會
• 教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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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生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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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校訂共同科目 24 學分

校訂無學分科目 0 學分

系訂必修科目 49 學分

系訂選修科目 35 學分

系外選修科目 20 學分

系訂畢業學分數 1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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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共同科目 24 學分

校訂無學分必修 0 學分

系訂必修科目 49 學分

系訂選修科目 35 學分

系外選修科目 20 學分

系訂畢業學分數 1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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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有國文、英文、通識課程等共24學分

• 無學分課程：服務學習甲、乙（0學分）、
體育課四次（1學分但不計入畢業學分）與
進階英文上、下（畢業前通過英文檢定即可免

修）

• 盡量利用大一將校訂共同科目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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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規定

1. 通識課程必須涵蓋下列六種領域中至少三種：

2. 通識課程學分計算如有疑問，

請務必向魏逸晴助教徵詢確認。

＊＊＊詳細規定請參考系網：首頁>課程資訊>學士班>106學年度起入學＊＊＊

o A1:文學與藝術領域
o A2:歷史思維領域
o A4:哲學與道德思考領域
o A6:量化分析與數學素養領域
o A7:物質科學領域
o A8:生命科學領域
o 另可選修「基本能力課程」（但至多六學分）



校訂共同科目 24 學分

校訂無學分科目 0 學分

系訂必修科目 49 學分

系訂選修科目 35 學分

系外選修科目 20 學分

系訂畢業學分數 1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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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系專業核心課程+第二外語
（各年級必修請參見本系網頁）

＊＊注意：有意願修習法、德、西三種歐語為第二外
語 的同學，強烈建議從大一就開始選修＊＊



校訂共同科目 24 學分

校訂無學分科目 0 學分

系訂必修科目 49 學分

系訂選修科目 35 學分

系外選修科目 20 學分

系訂畢業學分數 1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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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系的專業課程，可依據職涯偏好，提早規劃。

五大領域課程：資訊資源與服務、資訊機構管理、
資訊傳播科技、資訊組織、資訊與文獻學研究等



校訂共同科目 24 學分

校訂無學分科目 0 學分

系訂必修科目 49 學分

系訂選修科目 35 學分

系外選修科目 20 學分

系訂畢業學分數 1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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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選修外系的學分，增廣見聞、
培養第二、第三專長。



臺大圖資延伸學習機會

本系參與開設：
• 知識管理學程 (http://www.lis.ntu.edu.tw/?page_id=372 )

• 傳播學程(http://www.bicd.ntu.edu.tw/zh_tw/bicd_comm )

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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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s.ntu.edu.tw/?page_id=372
http://www.bicd.ntu.edu.tw/zh_tw/bicd_comm


臺大圖資學習、輔導資源

本系參與開設：
• 知識管理學程 (http://www.lis.ntu.edu.tw/?page_id=372 )

• 傳播學程(http://www.bicd.ntu.edu.tw/zh_tw/bicd_comm )

學程

雙主修、輔系
跨域專長

• 學位證書上會註記雙主修、輔系與跨域專長
• 雙主修須先申請，請特別注意各個學系規定（如
需強制轉系後雙主修回原系）

• 輔系亦強烈建議事先申請，亦可於修滿輔系學分
於應屆畢業之當學期申請取得輔系審核

• 更多資訊請參閱臺大轉系、輔系、雙主修專區
http://reg227.aca.ntu.edu.tw/tmd/stu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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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s.ntu.edu.tw/?page_id=372
http://www.bicd.ntu.edu.tw/zh_tw/bicd_comm
http://reg227.aca.ntu.edu.tw/tmd/stu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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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圖資學習、輔導資源

本系參與開設：
• 知識管理學程 (http://www.lis.ntu.edu.tw/?page_id=372 )

• 傳播學程(http://www.bicd.ntu.edu.tw/zh_tw/bicd_comm )

學程

雙主修、輔系
跨域專長

• 學位會註記輔系、雙主修或跨域專長
• 更多資訊請參閱臺大轉系、輔系、雙主修專區

http://reg227.aca.ntu.edu.tw/tmd/stuquery/

國際交換 • 歷屆學生曾到美國、日本、韓國、瑞典、中國大
陸、新加坡等地之一流大學短期交換。

• 更多資訊請至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 首頁
> 臺大學生：http://www.oia.ntu.edu.tw/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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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s.ntu.edu.tw/?page_id=372
http://www.bicd.ntu.edu.tw/zh_tw/bicd_comm
http://reg227.aca.ntu.edu.tw/tmd/stuquery/
http://www.oia.ntu.edu.tw/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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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圖資蘭嶼服務隊（可充抵服務學習乙）

蘭嶼服務隊於暑期出團至蘭嶼鄉，為期約十天，
主辦活動包含「國小閱讀營隊」、「圖書室整理」與「國中資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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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學攻略

1. 利用大一積極探索，及早確定並規劃大學修學
期限內欲完成目標。

2. 配合預定目標，妥善規劃學士生涯中的修課與
其他任務的時程。

3. 養成查閱官方資訊、積極諮詢、隨時確認資訊
真確與即時性的好習慣。

4. 廣泛學習或深碗學習？You decide.

5. 廣結善緣，團隊合作尤要認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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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選課攻略

1. 第二外語：欲修習法、德、西三種歐語為第二
外語的同學，強烈建議從大一就開始選修。

2. 第二外語亦承認古典語如拉丁文、滿蒙藏梵文等。

3. 建議及早規劃服務課選修。

4. 雙修與輔系同學注意：「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與「圖書館統計學」經任課教師與系主任同意後，
可以以外系同等或更高階的課程來抵修。



Q&A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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