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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
計畫背景： 在 TEMPUS 的早期計畫 -「亞美尼

亞葉里溫州立大學圖書館建構數位教育服務暨內
容 創 意 中 心 」 (Building Digital Educational

Services and Content Creation Centre in Yerevan

， 即透露出「影響圖書館
現代化的主要障礙是圖書館訓練現代化」的訊
息。亞美尼亞因教育改革的結果，使得喬治亞及
烏茲別克斯坦兩國亦跟進，大為倚賴大學所教授
的課程，然而這些課程並不適合圖書資訊學研
究，因為圖書資訊學並非高中畢業生必需修習的
主題，而對於大學部的學生亦不能滿足其需求，
此外多數學生畢業後並未找到適當的工作。亞美
尼亞、喬治亞及烏茲別克斯坦三個國家在圖書資
訊學及檔案學教學方面，共同面臨下列的問題：
(1)在蘇聯解體後，圖書館事業並不是政府施政的
優先重點；(2) 課程重點常是過時的技術及作業流
程，低估了圖書館、檔案及資訊服務回應當前對
社會化過程、科學及技術方面廣泛知識的需求；
(3) 課程並未完全融合西歐國家圖書資訊學領域新
的範疇；(4) 缺乏現代圖書資訊學暨檔案學的教學
材料( 電子資源、標準之個人電腦應用軟體配備
) ； (5) 圖書資訊學及檔案學教師及訓練者的教學
法偏向教條式；(6) 教學品質標準低；(7) 因這些
因素，使潛在的學生興趣低落；(8) 缺少本國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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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教材資料；(9)對現有大量在職的圖書資訊學
同道並未提供其終身學習或支援其工作生涯發展
的課程。
顯然，引介圖書館、資訊及檔案學研究為導向的
課程，是使圖書資訊學這個專業在歐盟國家享有
聲譽，以及吸引優秀人才與有意願學生的唯一解
決方案 。

計畫主要
計畫主要特點
主要特點：
特點：
•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將以培育專業 碩
士為主，訓練具有其他學科主題學位的
學生，使其能在圖書資訊專業領域工
作。
• 因為接受訓練的學生將來能在公共、學
術及專門圖書館工作，這些課程的現代
化與發展對於大學的行政、研究、教學
及公民社會都有助益。
• 來自亞美尼亞、喬治亞及烏茲別克斯坦
等 三 國 的 職 員 將 參 與 歐 洲 大 學 (EU
University)開授的常態課程，而來自歐洲
大學的職員將在伙伴國家的大學教授碩
士班的課程。
• 以圖書館與檔案為主修的學生將安置其
在歐盟國家的大學工作。

現代化的教室將配置最新的設備，同時
將備有伺服器儲存課程資料，成為虛擬
學習環境及機構典藏。
長程展望：
展望：
• 透過發展職員的核心技能、競爭力及能
力，這個計畫將轉化伙伴國家圖書資訊
學的師資成為優等的學習中心，以及成
為全球勞動市場人才能力進一步發展的
永續資源。
• 經由激發商業界的興趣，本計畫的資產
是產生額外的財政收入，以支持新的學
術課程的發展。
• 透過建構在伙伴國家的圖書資訊學師資
之數位學習環境平台，本計畫將服務來
自其他大學學生及終身學習者以滿足其
需求。
• 本計畫將在伙伴國家的圖書資訊學師資
之間分享課程，以節省經費及人力資
源。
•

計畫伙伴
計畫伙伴

密德塞克斯大學(Middlesev University) (倫敦，英
國) (簽約單位)
 帕馬大學(University of Parma) (帕馬市，義大
利)
 雷澤克內高等教育研究所
雷澤克內高等教育研究所 (University of Parma)
(雷澤克內市，拉脫維亞)
羅伯特戈登大學
羅伯特戈登大學 (The Robert Gordon University)
(亞伯丁市，蘇格蘭)
 巴塞隆納大學(University of Barcelona) ( 巴塞隆
納，西班牙)
 國家科學院 國際科學教育中心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Educational Centre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葉里溫市，亞美尼亞)
 國 家 科 學 院 基 礎 科 學 圖 書 館 (Fundamental
Scientific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葉里溫市，亞美尼亞)
伊里亞柴夫柴夫瓦茲
伊里亞柴夫柴夫瓦茲州立大學(Ilia Chavchavadze
State University) (第比利斯市，喬治亞)
喬治亞圖書館學會(Georgian Library Association)
(喬治亞)
 塔什干文化研究院 (Tashkent Institute of Culture)
(塔什干市，烏茲別克斯坦)
 塔什干資訊科技大學 (Tashkent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塔什干市，烏茲別克
斯坦)


聯絡對象

計畫簽約者
計畫承辦者

Alan Hopkin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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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ran Zargarya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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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連結
歐盟：
歐盟：教育與訓練
(European Commissi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ttp://ec.europa.eu/education/index_en.htm

支持高等教育之現代化及開創歐盟
國家之間合作的新紀元。 TEMPUS 成立於
1990 年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其架構涵蓋 27 個
國家，分佈於西巴爾幹半島、東歐及中亞、
北非及中東。
Tempus:

http://ec.europa.eu/education/external-relationprogrammes/doc70_en.htm

伊拉斯姆斯蒙德斯(Erasmus Mundus)：
：是
一個全球性之合作及交流計畫，目標在 強化
高等教育的品質及促進跨文化之間的了解。
http://ec.europa.eu/education/external-relationprogrammes/doc72_en.htm

早期計畫所在的

TEMPUS 過去的計畫：
過去的計畫：

網站可連結下列網址：
http://www.lr.mdx.ac.uk/tempus/armenia
中文翻譯: 賴麗香博士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採訪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