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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載 

 

「2001海峽兩岸資訊服務與傳播發展研討會」會議紀要 

 

曾　賢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秘書長 

 

鍾雪珍、林育瑩、沈憶伶、游婉琳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研究生 

 

會議時間：2001年9月13–15日 

會議地點：浙江杭州梅地亞賓館會議廳 

壹、會議緣起 

隨著知識經濟的深入發展，資訊技術對各個學科領域都產生衝擊，不論是國內或是

大陸地區皆是如此。本次研討會邀請兩岸有關於圖書資訊學領域的專家共同就資訊技術

為地方經濟、文化建設服務的優勢及所面臨的困難，交流心得、切磋學術，增進彼此的

瞭解，並對未來繼續定期召開研討會有一致的共識。 

本次研討會所探討的主題主要可分為下列幾項： 

1.現代資訊傳播， 

2.圖書館資訊服務， 

3.兩岸資訊交流與合作， 

4.資訊服務與地方經濟及文化的發展， 

5.資訊產業需求和人才的培養。 

貳、會議議程 

研討會於2001年9月13至15日在杭州市景致秀媚西湖畔旁的梅地亞賓館會議廳舉

行，參與會議代表共約 80 餘人。研討會邀請海峽兩岸知名學者就上列主題作 7 場的大

會專題報告。此次會議共計發表57篇論文（大陸41篇，臺灣16篇），因論文篇數較多，

因此研討會就現代資訊傳播及人才的培養、圖書館資訊技術發展和網路時代的文獻資訊

資源建設與用戶研究三個議題，分成三個小組進行專題討論。論文發表人每人約有15–

20分鐘的發表時間，同時開放自由討論等方式進行研討。此外，主辦單位將所收到的論

文於會前編成《資訊服務與傳播發展研討會》（2冊）並正式出版，以提供海內外圖書資

訊學者與相關從業人員閱覽研究。茲將本次研討會的議程表附表如下，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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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01海峽兩岸資訊服務與傳播發展研討會議程 

9月14日（星期五） 9月15日（星期六）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活 動 內 容 

8：30-9：00 開幕式 

主    席：鄒曉東 

致開幕詞：薛理桂、魯世傑 

貴賓致詞：陳利卿、 胡建雄 

大會發言 

陳雪華：臺灣大學圖書資學系所教授

臺灣地區數位化典藏與資源

組織相關計畫之發展 

9：00-10：00 
大會發言 

馬道行：臺灣科技大學教授 

從國際經濟看中國圖書

資訊事業之未來發展 

邵培仁：浙江大學人文學院 

副院長 

媒介生態的觀念與規律

分組研討 

A組：現代資訊傳播及人才的培養 

B組：圖書館資訊技術發展 

C 組：網路時代的文獻資訊資源建設
與用戶研究 

10：00-10：30 拍會議團體照，茶敘 茶  敘 

10：30-12：00 
大會發言 

薛理桂：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所長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發

展現況 

張鼎鍾：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 

學會榮譽理事 

如何培養圖書資訊人才

以應資訊社會的新需求

竺海康：浙江大學圖書館常務 

副館長 

全球化趨勢對圖書館的

影響及對策 

陳  純：浙江省電腦學會 

副理事長 

資訊產業需求和人才培

訓 

分組研討 

A組：現代資訊傳播及人才的培養 

B組：圖書館資訊技術發展 

C 組：網路時代的文獻資訊資源建設

與用戶研究 

12：00-14：00 午      餐 

14：00-17：00 
分組研討 

A組：現代資訊傳播及人才的培養

B組：圖書館資訊技術發展 

C組：網路時代的文獻資訊資源

建設與用戶研究 

參觀 

浙江大學圖書館 

浙江省立圖書館 

18：00-20：00  閉 幕 式 及 晚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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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會發言 

二天會議共有7場大會專題報告，玆將各場次的報告人及內容分述於下： 

第一場：馬道行教授（臺灣科技大學教授） 

主  題：從國際經濟看中國圖書資訊事業之未來發展 

馬教授認為：目前兩岸圖書館界都面臨著相似的問題，大部分圖書館的經營都不被

重視，主要的原因可以歸類為下列三點： 

一、圖書館專業人才培育很少，供不應求。 

二、圖書館經費普遍短絀。 

三、圖書館建築設計，無論外觀或內部，大部分都缺乏專業人士的整體設計規劃。

馬教授同時期望，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者可以重視上列問題，並研擬對策以解決當前

圖書館界所面臨的問題。 

第二場：邵培仁教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 

主  題：媒介生態的觀念與規劃 

邵教授指出：觀念是思想的結晶，行動的向導。媒介生態觀念是當代媒介生態學在

市場經濟條件下爲建立人—媒介—社會系統的和諧關係和實現媒介生態系統良性迴圈

而作出的新的認識和理性思考。分別就對媒介生態整體觀、互動觀、平衡觀、迴圈觀和

資源觀，確立正確的媒介生態觀念，化解媒介生態危機，正確而科學地管理媒介，建立

可持續發展的媒介經濟。 

第三場：薛理桂教授（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長） 

主  題：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發展現況 

薛所長以生動活潑的簡報資料，向大陸與會者專家介紹臺灣地區現有圖書資訊學系

所8所，其中6所設有大學部，7所設有碩士班，目前只有臺灣大學1所設有博士班。

同時針對臺灣圖書資訊學系所作一個詳盡的介紹，從系所成立之年代、隸屬學院、師資

現狀、開設層級和課程開設、分布地區等分項敘述，讓大陸學者專家對臺灣地區圖書資

訊學發展的現況有所認識瞭解。 

第四場：張鼎鍾教授（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榮譽理事） 

王梅玲教授（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 

主  題：如何培養圖書資訊人才以應資訊社會的新需求 

由張鼎鍾教授、王梅玲教授共同發表。她們從資訊的本質和資訊科技對資訊服務所

產生的影響為開端，繼而探討要如何因應資訊社會的新需求，培養適當的人才，來面臨

資訊社會的挑戰，並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一、提昇學習位階，資訊服務人員所掌握的職能，由簡單的資訊儲存和檢索演變成

知識管理，其資訊服務人員的教育最好提昇到研究所階層。 

二、圖書資訊學大學部和研究所的課程在設計和結構上應有所區隔。 

三、各校除研議核心課程外，亦可就其特色與資源設計特色課程，進行課程改革。 

四、應普遍實施圖書資訊學的遠距教學，加強在職訓練與個人化的繼續教育，使圖

書資訊人員可以隨時充電，能適時的提供資訊服務。 

五、鼓勵圖書資訊服務者參加公務人員任用考試，進入公立圖書館服務，為國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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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並提昇國家競爭力。除此之外臺灣圖書資訊學界正在努力爭取專業人員認可資格考

試的成立，讓圖書資訊服務者成為圖書資訊師，認可其專業素養。 

第五場：竺海康教授發（浙江大學圖書館常務副館長） 

主  題：全球化趨勢對圖書館的影響及對策 

以經濟全球化為先導的全球化浪潮，目前已經延伸到政治、科技、文化各領域，滲

透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中，也包括圖書情報領域。竺教授認為：圖書館一方面

受到全球化趨勢影響，要讓自己的工作適應其他領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圖

書館工作本身也成為推動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因素，特別是資訊傳播與交流的全球化對圖

書館的影響，同時提出圖書情報界在全球趨勢化的對策。 

第六場：陳純教授（浙江省電腦學會副理事長） 

主  題：資訊產業需求和人才培養 

陳純副理事長認為學科教育和產業需求是不可以分割的，在資訊專業人才的培養中

應特別考慮滲透科學的研究方法和語言的訓練，尤其是應加強英文能力。 

第七場：陳雪華教授（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主  題：臺灣地區數位化典藏與資源組織相關計畫之發展 

數位圖書館／博物館的研究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相當受到世人的重視，各先進國家

無不熱烈支持有關的各項計畫。臺灣地區也有許多機構在從事珍貴藏品數位化的工作。

陳雪華教授就其多年參與相關研究計畫的經驗，介紹近年來臺灣地區主要的數位化計畫

之發展，包括行政院國科會「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國家數位典藏數位化計畫」、以

及行政院文建會「全國文化資料庫」等計畫，並特別針對資源組織之部分加以說明。 

肆、分組會議 

會議議程：A組 

主    題：現代資訊傳播及人才培養 

第 一 場：主持人：盧秀菊、張健康 

          時  間：9月14日（星期五）下午2:00-4:00 

一、發表論文： 

１.論文題目：〈全球化、市場經濟與數位圖書館發展的反思〉 

  發 表 人：陳俊湘（臺中健康暨管理學院圖書館館長） 

數位圖書館發展的過程中，依賴市場經濟的企業經營模式似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向，

然而隱身在資訊與經濟全球化背後的公共需求與資訊依賴議題，更值得資訊依賴國家在

發展數位圖書館時的重視，以及數位圖書館資源在未來建置時，可能面臨的「全球性分

工」與「資訊資源分配」的思考。 

（1）中國數字圖書館公司：市場經濟的策略 

各國在發展數位圖書館 (圖書館數位化) 的過程中，首先面對的就是資金與人力、

技術的問題，中國數字圖書館公司 (簡稱中字公司) 為例，它是經國務院批准，為進行

國家資訊基礎結構建設 (國家數字圖書館工程) 而設立的。從數位圖書館工程開始建設

起，就應該緊緊的圍繞市場經濟，才能夠有效的利用各種力量來建設好數位圖書館。 

（2）全球化與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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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全球經濟、政治以及文化活動的互相連結，是一種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

行為和生活方式，全球將是一個市場，從全球經濟分工的角度來看，高度發展 (且工資

較高) 的社會，熟練的技術工人將會被其他國家的工人所取代，而逐漸走向邊緣。 

（3）資訊的付費政策與公共需求的危機 

當「市場標準」主宰了資訊領域之後，會產生一個情況，也就是原本長期由公共給

付的一些資訊機構，在面對資訊爆炸盛況的同時，卻必須面臨年年經費實質縮水的情

況，這類「每次付費的社會」(pay-per society) ，不啻將以付費能力作為資訊生產與使用

的決定性因素！ 

（4）全球資訊的「中心——邊陲」依賴關係 

世界知識體系面對的新狀況：近年來的網路發展對於傳遞知識更有舉足輕重的影

響；非主流的地區性科學研究對於國際性網路依賴甚深；英語已經成為全世界知識傳播

的主要語言，並且主宰著世界上科學研究的傳播；由於資訊基礎建設所涉及的龐大資金

與額外的家用電腦設備，實際上使得接觸知識的機會與不平等的現象並未稍減。 

2.論文題目：〈資訊産業化意識：圖書館館員職業道德的本質特性〉 

發 表 人：金明生（浙江師範大學邵逸夫圖書館） 

從圖書館員職業勞動的特徵來看，通過對文獻資訊的蒐集、整理、加工和傳播而産

生較好的效益，是他們的職業目標；從社會道德評價的特點來看，資訊産業化是社會對

其價值評價的依據；從館員的美德特徵來看，資訊産業化是其職業道德的靈魂；從館員

職業道德的時代特點來看，資訊産業化是21世紀社會的必然追求。據此昭示：資訊産

業化意識是圖書館員職業道德的本質特徵。 

（1）館員職業勞動的特徵來看，通過對文獻資訊的搜集、整理、加工和傳播而産

生較好的效益，是他們的職業目標。 

（２）社會道德評價特點來看，資訊産業化是社會對館員價值評價的依據。 

（３）從館員的美德特徵來看，資訊産業化是其職業道德的靈魂。 

（４）從館員職業道德的時代特點來看，資訊産業化是21世紀社會的必然追求。 

3.論文題目：〈知識經濟時代圖書館資訊領域人才角色之變遷〉 

發 表 人：邱子恆（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博士生） 

以知識為核心的新經濟時代已來臨，「知識」成為企業的關鍵資源，如何有效的管

理知識、充分利用知識、以便持續不斷的創造知識，就成為現代企業的重要課題。圖書

資訊專業向來以組織整理人類知識為己任，而在企業組織中服務的專門圖書館員更是首

當其衝，其工作內容與角色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而起了革命性的變化，我們需要瞭

解圖資領域人才角色之變遷，並針對未來職場的需求而做課程規劃。 

（1）近十年來專門圖書館員角色變遷之情況 

隨著時代的轉移和大環境的變遷，資訊服務之目標起了變化，企業組織對於其專門

圖書館員的專業能力與個人能力之要求也就不同，而專門圖書館員的在企業中的角色定

位自然也起了變化。 

（2）介紹專門圖書館之轉型個案 

當企業轉型為知識型組織時，其公司圖書館 (或資料中心) 勢必也要轉型以求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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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文獻中提到AT&T、British Petroleum、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DEC)、

Hewlett-Packard (HP)、Microsoft、Sequent、SmithKline Beecham、和United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UTC) 等公司的圖書館接受這個挑戰，快速地朝「虛擬知識網路」的目標轉

型。 

（3）圖書資訊領域人才之新發展方向 

因應知識經濟時代大環境的改變，圖書資訊領域人才 (簡稱圖資人) 除了轉型成為

「知識專業人員」之外，憑著既有的資訊組織能力，新興的「資訊建構專業」成為一個

嶄新的就業市場；然而隨著圖資人逐漸走出傳統圖書館的職場，圖資領域學程的專業認

可制度也受到了影響 

4.論文題目：〈數位化生存的憂慮〉 

發 表 人：沈  彬（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新聞學系教授） 

社會大衆對所謂「數位化生存」的認識，主要來自傳統媒體的塑造，而在傳統媒體

中，對大衆産生最直觀、最感性影響的莫過於好萊塢的電影，固然，電影編劇不同於社

會學家，他們在展現數位化生存下的困境時，並沒有思索其深層依據，他們只是想通過

迎合觀衆的需要來吸引大衆消費電影産品，但成功的票房背後，卻可能比社會學家理性

的分析更真實地透露出民衆內心對網路社會的隱憂。 

二、會議討論： 

１.討論數位化圖書館之定義，以及其如何與市場經濟結合。（陳雪華、陳俊湘） 

２.探討各個領域對於閱聽大眾的人文關懷。（盧秀菊、沈彬、陳雪華、孫志鴻、邵培仁、 

邱子恆） 

 

第二場：主持人：王梅玲 

        時  間：9月15日（星期六）上午9:00-10:00 

一、發表論文： 

１.論文題目：〈試探資訊技術課程的教學方法：非電腦專業的「主題式」和「啓惑式」〉 

  發 表 人：王蘇儀、潘仁君（浙江大學城市學院電腦科學與工程學系） 

隨著經濟資訊化和社會資訊化的到來，資訊技術在教育領域的使用變得越來越廣

泛，這就要求教師對原有的教學方法進行反思。「主題式」和「啓惑式」教學方法是針

對非電腦專業，一種以人爲本的教學方法，它倡導「學生主體、教師主導」的教學理念，

突破了單一的傳授式教學，使師生以網路(通訊)和多媒體技術爲平臺，走出傳統課堂教

學的時空限制，並達到更好的教與學效果。「主題式」教學方法和「啓惑式」教學方法

是教與學相互作用的教學方法，始終注意教學是師生結合在一起的共同活動，具有多樣

性、綜合性、發展性。  

（1）教學目標和教學思路不同 

電腦專業應強調掌握基本理論，要求基礎深厚，具有系統而全面的現代電腦知識，

所以教學上應側重於知識，即從原理入手，注重基礎、理論和概念的教學。 

（2）非電腦專業的教學方法－服務型課程 

其中包括：主題式教學方法：提出主題→完成主題→交流與指導；啓惑式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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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疑問→介紹解決疑問的方法→最後歸納出一般規律或概念 

（3）與之相適應的教學手段 

一個基於電腦的教學環境系統可由以下幾個子系統：基於電腦的教學系統、基於網

路的電腦輔助教學系統。並在會中提出BOS教學模式（Binding &Unlocked System）包括

三個面向：面對學生、面對教師以及面對專業，教改課程：計算機文化與網路基礎，根

據學生所在專業「引入」特定的教學內容。 

2.論文題目：〈應用網際網路建立數位城市之研究〉 

  發 表 人：孫志鴻（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寬頻網際網路近年來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建立數位城市的良好環境，臺灣大部分地

區均已有ADSL或是Cable Modem的寬頻服務，且因商業競爭的關係，寬頻網路費用正

在逐漸下降之中。數位城市的建立，可提升都市發展建設、管理、商業、教育、民眾服

務、及休閒娛樂的品質，因此是都市建設中不可或缺的項目。 

孫教授在會中提出數位地球與數位城市的觀念與架構，數位地球是一種取得地球相

關資訊的方式；是一種發表、公佈資訊的架構；是資料、軟體、服務的新市場；是一種

地區、國家、以至國際的合作；是對技術長期的挑戰。數位地球的效益包括成本的降低、

不同領域使用者的增加、不同來源資料的加強整合，以及更佳的民眾、企業、政府的決

策；以及展示建立數位城市的技術探討和應用網路GIS建立921地震災後重建管理系統。 

3.論文題目：〈教育熱點資訊的傳播與利用〉 

  發 表 人：申江勤（浙江金華教育學院教授） 

資訊也存在著優劣、真假，魚龍混雜現象。「熱點」資訊實效性強，更容易出現這

種情況。在編製「素質教育專題索引」時我們發現，資訊的發展是不平衡的，資訊的獲

取也是因人而異的，資訊的不公平性是絕對的，資訊發展的不平衡與資訊發展過程中，

認識的有待深化等原因，造成了同一時期資訊之間的差異。因而，在資訊清理工作中，

必然會存在：冗餘資訊，即同樣內容的資訊反復出現，其中一部分沒有提供任何新的資

訊、低質量資訊，主要是資訊産生初期認識上的局限性，以及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驅

動、政績驅動，形式主義的表面性文章太多。一個課題的解決，必須學習許多新東西、

研究許多新問題，這樣既能更新學員的新知識，又能達到繼續教育的目的，同時又推動

了中學科研工作的開展。 

4.論文題目：〈終身學習與資訊素養教育〉 

  發 表 人：唐申蓉（國家圖書館輔導組助理編輯） 

終身學習在21世紀，已成為世界性的潮流，終身學習社會所要塑造的國民，應該

是具有新觀念、新知能和新生活型態的現代社會國民，所以提升民眾的資訊素養是邁向

學習社會的先決條件。而圖書館在推廣民眾資訊素養上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國家圖書

館從終身學習概念為起點，架構並設計各種資訊素養課程，以培養民眾具有蒐集、整理、

評鑑及利用資訊的能力，會中主要介紹「國圖」籌辦的各項活動方案，說明圖書館推動

資訊素養、促進終身學習的嘗試與努力，並且展示國家圖書館出版之資訊素養叢書以及

活動相關卡片、書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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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論文題目：〈試論網上娛樂給文化生活帶來的變化及其影響〉 

  發 表 人：孫簡（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新聞學系教授） 

傳播工具歷來被視爲文化工具，幾乎全部內容都有一種普遍化的遊戲或娛樂的功

能。縱觀源遠流長的人類傳播史，作爲一種文化現象的娛樂活動本身也隨著傳播技術的

發展亦步亦趨；基於娛樂與傳播的這種互動關係，繼從口頭傳播書面傳播的街談巷議、

奇聞趣事到娛樂消遣欄節目充斥著特定版面和時空的印刷和電子媒介傳播後，以因特網

爲代表的第五次傳播革命的浪潮又一次使人類的休閒娛樂活動面目一新。娛樂業至今也

從傳統的大衆傳播媒介進入了網路媒介的新天地，不但給傳統的文化娛樂帶來了翻天覆

地的變化，而且影響了人類的社會生活。 

二、會議討論： 

１.討論「熱點」的意義，是否有理論依據。（王梅玲、申江勤） 

２.討論臺灣地區所謂「資訊」的定義，及其與大陸所謂的「資訊」、「訊息」之異同。 

 

第三場：主持人：陳雪華 

        時  間：9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30-12:00 

一、發表論文： 

１.論文題目：〈電子出版發展的問題及策略〉 

   發 表 人：張健康（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新聞學系教授） 

電子出版的出現使傳播領域劃時代的變革，針對電子出版業存在的問題，我們應該

以戰略的眼光對待電子出版技術的發展，在以立法保護電子出版物知識産權的同時，在

政策上積極扶持其發展，並在人才培養和電腦知識的普及上爭取有所作爲。會中提出關

於電子出版型式及發展的問題，三項問題包括：經濟條件對電子出版傳播發展構成制

約，電腦知識的普及程度成爲電子出版發展的主要障礙、我國電子出版的知識産權方面

法律不夠健全，電子出版的開發環境不理想、，企業財力人力缺乏，電子出版綜合性管

理人才太少，企業對電子出版不夠重視、開發積極性不高。張教授也提到電子出版發展

的應對四項策略： 

（1）進一步明確電子出版發展的戰略地位； 

（2）加強相關法規的建設，切實保護電子出版的知識産權； 

（3）發揮政府職能，在政策上大力扶持電子出版的開發； 

（4）實施人才戰略，並進一步普及電腦知識。 

2.論文題目：〈資訊產業需求和人力的培養〉 

  發 表 人：莊云云（浙江師範大學圖書館） 

當今世界，在資訊産業需求發展的大潮中，越來越需要培養資訊産業需求的、能夠

掌握電腦技術技能、資料庫技術技能、多媒體技術技能、通訊網路技術技能、並具有各

類知識且富有管理能力和創新能力、創新意識、創新思維的複合性人才。會中提出資訊

產業發展之研究、高校圖書館的資訊産業開發與經營在資訊産業需求中起到積極作用、

社會發展迫使資訊產業需求把企業引向市場、資訊産業需求與調研工作的有機結合、創

立以高校圖書館資訊産業需求爲中心的構想、培養資訊産業需求複合性人才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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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論文題目：〈新世紀資訊傳播科技人才之需求與培育〉 

  發 表 人：莊道明（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系主任） 

由於資訊與傳播科技不斷的推陳出新，使得資訊可藉由有線與無線傳播管道快速傳

送到全球各地，造成資訊社會與全球化發展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面對全球化與資訊數

位化發展的大趨勢，臺灣產業也正面臨到轉型階段，如何培養出具有國際觀的全球化人

才，將是高等教育在新世紀需面臨的問題，會中提出臺灣經濟發展的轉型，以及分析臺

灣就業市場需求，並進一步探索當前圖書資訊學系所課程轉型的趨勢，以為新世紀資訊

傳播科技人才的培育找出未來可能的方向。莊教授同時以臺灣地區「資訊傳播學系」現

況、課程與演變情形為例，指出社會對資訊傳播人才的需求更為殷切。 

二、會議討論： 

1.討論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畢業生就業情況。（莊道明、王梅玲、陳雪華） 

2.如何將課程與師資定期作更新。（莊道明） 

 

會議議程：B組 

主    題：圖書館資訊技術發展 

第 一 場：主持人：詹麗萍、韓慧琴 

          時  間：9月14日（星期五）下午2:00-4:00 

一、發表論文： 

1.論文題目：〈遠距教學在圖書資訊學教育的應用〉 

  發 表 人：蔡明月（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 

本文旨在介紹美國伊利諾大學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研究院所實施的遠距教學課程

（LEEP3），針對其教學、工具及群體學習等特性加以探討，並對未來圖書資訊學教育提

出建議。 

（1）LEEP3之工具： 

在網路環境下，採用全球資訊網來傳授課程。每一門LEEP3的課程，包含課程表

（Syllabus）、歷史檔（Archive）、佈告欄（Bulletin Board）、及現場課程（Live）等四大要

項。課程表內容計有課程大綱、課程進度與成績評量方式。歷史檔是每次上課內容的存

檔記錄。錄音資料則未存於歷史檔。佈告欄則為學生與老師穿針引線提供較深入完整的

討論園地。 

（2）LEEP3之教學： 

LEEP3提供一組配套措施以利課程之設計。伊利諾大學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研究院所

實施的遠距教學是一種團隊合作的表現，由授課老師、演講者、助教、系統設計師及技

術人員等共同參與，精確分工、徹底合作。 

（3）群體學習： 

同步及非同步傳播的線上教學方式提供了圖書資訊學系所學生絕佳的群體學習機

會。LEEP3的群體學習以學生與老師為主，此外尚涉及行政人員與技術人員。在LEEP3

的網站隨處可見這些特色，舉凡「人物寫真」、「綜合網路看板」、「大眾園地」、「技術支

援」等不一而足。 

（4）未來教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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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線上教學是一種可在任何時間內進行的自我學習行為，雖有「距離」的限制，

仍可提供引導式教學對話之雙向溝通管道。為順應潮流，圖書資訊學教育應朝向此目標

去評估新教育典範的教學經驗、品質及學習成果，並進而大力加以開發推廣之。 

2.論文題目：〈浙江省高校圖書館自動化網路化現狀及發展趨勢〉 

發 表 人：韓惠琴、徐永明（寧波大學圖書館、浙江省高校圖工委秘書處） 

本文通過對浙江省高校圖書館自動化、網路化現狀的調查，就浙江省高校圖書館自

動化、網路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浙江省高校圖書館自動

化、網路化建設的對策。 

（1）浙江省高校圖書館自動化網路化現狀 

  日前浙江省高校圖書館基本應用電腦管理，其中有31個圖書館擁有自動化管理應

用系統，其中浙江大學、寧波大學等少數圖書館在發展自動化系統方面起步較早，技術

力量相對較強，還先後開發了基於微機的圖書館自動化管理集成系統，為全省圖書館自

動化建設奠定了基礎。 

（2）浙江省高校圖書館自動網路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雖然在近幾年中，在省教委的重視和支援下，在省高校圖工委的領導和努力下，浙

江省高校圖書自動化、網路化發展有了長足的進步，基本實現了以圖書館內部業務處理

為核心的圖書館管理自動化。但仍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如： 

1缺乏宏觀政策指導； 

2發展不均衡； 

3資源建設重復； 

4技術人員不足，隊伍不穩定。 

（3）浙江省高校圖書館自動化、網路化建設的對策： 

      1建立強有力的管理機構，集中領導、宏觀調控； 

2全面規劃、分步實施、分工合作、聯合建庫； 

3加強人才隊伍建議，不斷提高網路應用技術水平。 

3.論文題目：〈數位圖書館課程的規劃與設計〉 

發 表 人：王梅玲（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副教授） 

受到電腦與網際網路科技影響，數位圖書館的研究與計畫蓬勃發展，但其中需要結

合大量與不同領域的人員參與從事，面對這樣日新月異不斷進步的工作與研究，需要適

當的數位圖書館員才可勝任，這些數位圖書館員需要什麼樣的能力？數位圖書館的教育

與訓練現況為何？是否足以培育適當人才？數位圖書館課程的規劃與設計原則為何？

針對上述的問題，本文旨在探研數位圖書館課程的規劃與設計，首先，探討數位圖書館

的意涵，其次，研究數位圖書館所需要的能力，以及檢視數位圖書館教育與訓練現況，

並針對我國與美國圖書資訊學系所開設的數位圖書館課程，以個案研究與網站內容分析

方法，析論中美數位圖書館課程設計的原則與內容、開課層級、以及開授方式，最後總

結與提出建議。 

（1）數位圖書館的意涵： 

數位圖書館不僅是將文件或物件放在網路上供人取用，而是「在網路上建立並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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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數位化多媒體資訊，提供高效率、高效能且一致性的資訊查尋及檢索功能，並滿

足個人需求的資訊服務」。數位圖書館在21世紀將保持其20世紀的優勢，依然成為科

技發展的焦點，其未來發展受到重視，預計將朝向網際網路、互通性、可擴充性、整合

性、與資訊結構等趨勢發展。 

（2）數位圖書館員的教育與訓練： 

本節分二部分探討，首先研究數位圖書館員應具備的能力，其次，陳述數位圖書館

的教育與訓練現況。 

（3）數位圖書館課程設計的實施探討： 

本節以個案研究法與網站內容分析法針對國際Ticer暑期研習班以及美國與我國數

位圖書館課程進行研究。 

（4）結論與建議： 

以個案研究法與網站內容分析法研究７個學校的課程：Ticer數位圖書館暑期研習

班、University of Rutgers數位圖書館課程、University of Michigan數位圖書館課程、臺灣

大學數位圖書館與博物館專題課程、交通大學數位圖書資訊學程、玄奘人文社會學院數

位圖書館與博物館整全型課程。分析這7個課程的教學目標與背景、課程內容、及開設

方式與層級，發現多在研究所層級開設，單一課程居多，但南轅北轍差異甚大，以學程、

或系列課程開設方式較為周延。王教授對於未來數位圖書館課程的規劃，提出以下7點

具體建議： 

1重視數位圖書館的教育； 

2發展各種形式的數位圖書館教育； 

3在大學積極開設數位圖書館課程； 

4鼓勵圖書資訊學系與資訊工程以及相關系所合開數位圖書館課程； 

5採用遠距教學與網路教學改革數位圖書館的教學； 

6加強在職圖書館員的數位圖書館繼續教育； 

7重新檢討圖書資訊學門的意涵以及調整其教育內容。 

二、會議討論： 

1.美國伊利諾大學是否所有課程都實施LEEP3？（王梅玲） 

2.LEEP3之發展對在學學生是否有影響？（王梅玲） 

3.美國伊利諾大學實施LEEP3後，授課老師之反應為何？（王梅玲） 

4.暑假所舉辦之遠距教學技術講習會，學生們是否要集合參加？（李明華） 

5.整個浙江省有多少圖書館？ 

6.自動化的維護費用來源為何？ 

7.HORIZON自動化系統之編碼是UNICODE嗎？ 

8.何謂數位圖書館員？與傳統圖書館員有何不同？（李明華） 

9.紙本資源與電子資源在圖書館所占之比例？（李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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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主持人：蘇倫伸、周蘇         

時  間：9月15日（星期六）上午9:00-10:00 

一、發表論文： 

1.論文題目：〈新理念、新模型、新建築－以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圖書館籌建方案為例〉 

  發 表 人：李明華（杭州時代圖書館建設諮詢有限公司）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圖書館的籌建，引進了一些新理念，在設計方面有所創新與特

色。對於實現一流目標、建築實體與虛擬空間、功能與造型、一次投資與日常營運用等

問題進行了探討。業主按照市場經濟的思維邏輯採取新模式：簽訂諮詢合同、聘請專業

顧問，協助規劃籌建。「業主＋顧問」與建築師溝通，預期對於優化規劃、完善設計、

節省投資、造就精品能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1）建設目標和總體要求 

  根據學校的特點和發展目標，以及圖書館在校園規劃中的地位，將圖書館的建設目

標定為：校區的一大標誌性建築，能代表本校總體水平的開放式、多功能、複合型的現

代化高校圖書館。 

（2）以新理念指導新型圖書館建設 

  建設21世紀的新型大學圖書館，需要引進一系列的新理念：例如： 

1「交流場」論； 

2「以人為本」論； 

3「複合型圖書館」論； 

4「協調增長」論； 

5「取得勝於擁有」論。 

（3）認識和處理若干關係 

在擬定籌建方案時，往往會遇到一些困惑與問題。城市學院圖書館在此過程中主要

探討和解決好以下幾個方面： 

1一流目標與組織實施； 

2建築實體與虛擬的空間； 

3文獻資訊交流與學術文化交流； 

4功能與造型； 

5一次投資與日常營運費用。 

（4）有所創新與特色 

  包括：1圖書館工程也包含著學術與文化交流中心； 

2實行圖書、情報、檔案、教材一體化體制； 

3藏閱借一體化和一站式全程服務； 

4不求其高而求其廣； 

5提高圖書館建築的科技含量。 

（5）新模式：「業主＋顧問」合力籌劃 

  校方與諮詢公司簽訂合同，聘請顧問參謀籌劃，按建築工程科學規律辦事，對於工

程規劃設計和建設將會產生1+1>2的效益及廣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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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論文題目：〈華文博碩士論文數位化資訊服務之現況與展望〉 

  發 表 人：王宏德（國家圖書館資訊組助理編輯） 

國家圖書館基於學位授予法為臺灣地區唯一之博碩士論文法定寄存圖書館，負責臺

灣地區博碩士論文紙本原件蒐集、典藏與閱覽工作，近年來接受教育部門之委託，陸續

完成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博碩士論文線上建檔系統、博士論文全文影像資料庫、

博碩士論文電子全文網路下載等整合性博碩士論文專案計畫，對於推動臺灣地區博碩士

論文數位化資訊服務成效卓著。透過此一整合性博碩士論文專案計畫的推展，成功地將

臺灣地區的博碩士論文予以彙整，並據以建立最新、最完整的中文博碩士論文資訊系

統，以最快速、便捷的方式提供臺灣地區各級研究人員及使用者，透過電腦網路建檔、

查詢博碩士論文資訊，進而取得一手的線上研究資源。藉由此一整合性博碩士論文專案

計畫與共建共用機制之順利推動，展望未來，我們亦將持續就如何整合相關標準，並將

個別的學位論文數位典藏計畫結合成為一個「華文網路博碩士論文數位化圖書館」，作

為今後所要努力的方向與目標。因為，博碩士論文數位化的最大意義除了典藏之外，更

應力暢其流，進而為人類的生活與文明創造更實質之效益與影響力。 

3.論文題目：〈從行銷觀點看大學與大學圖書館之網站互連〉 

  發 表 人：謝寶煖（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本研究以美國和兩岸三地之151所大學與大學圖書館之網站為研究對象，分析大學

網站與大學圖書館網站之互連關係，結果發現每一所大學的網站首頁均提供圖書館網站

之連結，其中更有半數以上的大學是將大學圖書館網站之連結放在第一層，可以直接點

選進入。反觀大學圖書館網站則有七成以上（110所）大學圖書館提供連結回到大學，

進一步分析發現不同地區之大學圖書館其與母機構之互連有所不同，從百分比來看，美

國大學圖書館和大陸大學圖書館均有九成以上提供大學網站的連結，臺灣地區的大學圖

書館則僅有五成多提供母機構的連結。謝教授最後在結論指出：若從管理的角度來看，

網站是虛擬世界之化身，實體的大學圖書館與大學母機構維持密切關係，網路上的大學

圖書館也應該延續這層關係，此點似乎頗值得大學圖書館之網站管理者深思。 

二、會議討論： 

1.複合型圖書館如何落實規劃到實體圖書館？（謝寶煖） 

2.對圖書館建築不求其高，求其廣及挑高之看法為何？（詹麗萍） 

 

第三場：主持人：孫志鴻、高躍新         

時  間：9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30-12:00 

一、發表論文： 

1.論文題目：〈文獻檢索多媒體課件的開發及其評價〉 

  發 表 人：梁  翎（寧波大學圖書館） 

本文評述了文獻檢索多媒體課件在教學中的作用及其優勢，對課件研製的基本原則

和一般過程進行了論述，對文獻檢索多媒體課件的開發研製應注意的幾個問題進行分析

和探討。 

（1）多媒體教學課件在文檢課教學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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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體教學課件除了能保持傳統教學方式的特點外，還能通過友好的介面、良好的

交互功能和多方位的資訊形式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有效地改善教學效果。多媒體

教學課件還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強學生的學習能力，改善教學環境，提高教學質量。 

（2）文獻檢索多媒體課件的開發過程 

  需要三個基本步驟： 

1需求分析； 

2設計製作； 

3維護與測試。 

（3）文獻檢索多媒體課件開發工具的選擇 

  在多媒體課件的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著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如編程工具不利、

難於設計出性能良好的人機交互介面；聲音、圖形和圖像處理技術還沒有得到充分使

用、難於設計出既有聲音，又有豐富圖形圖像和動畫的多媒體課件。同此，選擇一個功

能強大的編程工具設計多媒體課件很有必要。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選擇了Visual Basic語

言作為文獻檢索多媒體課件的開發工具，因為它是Windows環境下的應用程式的高效開

發工具。 

（4）文獻檢索課件設計開發中需要考慮的問題 

  多媒體CAI課件作為一種軟體產品，其設計、製作與發行過程都必須按照軟體工程

的一系列規範進行。除了要遵循製作規範外，在進行文獻檢索多媒體開發過程中，還應

該注意：1課件所起的作用； 

2交互操作能力； 

3課件學習內容的調整； 

4教學內容的佈局形式； 

5適當運出圖表； 

6使用線索或提示； 

7動態螢幕的設計。 

（5）結論 

  文獻檢索多媒體課件的開發和應用教學手段的重大飛躍，它不僅大大增加教學的信

息量，而且提高教學交互性、生動性和趣味性，使教學形式更加多樣化，使因材施教進

入一個新階段，教學研究成果得以充分應用，促進教學內容的最優化。 

2.論文題目：〈館際合作線上系統之效績評估〉 

 發 表 人：詹麗萍、鍾雪珍（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所長、碩士生） 

「臺灣地區館際合作系統」是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資中心及交通大學圖書館

所發展的線上館際互借系統，提供中、西文期刊聯合目錄查詢及館際互借的功能。本研

究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該系統的評估，從館際互借數量、文獻傳遞時間以及完成率等

方面，來評估其績效。研究分析之數據資料均由交通大學圖書館負責館際互借的館員提

供，包括使用系統前的人工作業階段及使用系統後的記錄。研究結果期冀能提供系統改

進的資訊並進而建立全面評估的模式，以作為未來發展改進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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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討論： 

1.若學校沒設圖書資訊學系，應如何選修圖書資訊相關課程？ 

2.館際互借如何取得資料？費用為何？ 

3.大陸是否有全國性或地區性的館際互借系統？ 

4.臺灣地區實施與執行館際互借系統的情況為何？ 

 

會議議程：C組 

主    題：網路時代文獻資訊資源建設與用戶研究 

第 一 場：主持人：莊道明、陳益君  

          時  間：9月14日（星期五）下午2:00-4:00 

一、發表論文： 

1.論文題目：〈檔案資源的資訊化管理及資訊服務〉 

 發 表 人：包新慧、黃文林（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圖書館） 

本文介紹了檔案資訊及其管理與服務，分析了檔案資訊的儲存數化、檢索自動化、

傳遞網路化、服務社會化等資訊化特徵，闡述了進行檔案資源資訊化管理及服務的措

施，提出了需要解決時效性、保密性、標準化等問題。 

（1）檔案資訊、檔案資訊管理與檔案資訊服務 

一般檔案資訊是指來源於檔案的資訊，當然也要包括關於檔案的資訊。檔案資訊除

了具有一般資訊的特性，即具有可擴充性、可壓縮性、可替代性、可傳遞性、可共用性

等，還具有自己獨特的屬性。檔案管理包括檔案實體的管理和檔案資訊的管理。通過目

錄、索引、文摘、綜述等各種形式將檔案資訊加以組織、加工和管理形成有機的管理體

系，也就是檔案資訊管理體系。檔案資訊服務是連接檔案資訊利用者和檔案資訊的橋

梁，是檔案工作的一項核心任務。 

（2）檔案資源的資訊化特徵 

在現代社會，檔案資源的管理與利用也要符合資訊時代的發展要求。檔案資源的資

訊化特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儲存數位化； 

2檢索自動化； 

3傳遞網路化； 

4服務社會化。 

（3）資訊化管理和服務的措施 

包括有：建立豐富優質的館藏資源、提高技術手段，運用高科技知識、強化資訊意

識與服務意識、培養高素質的檔案業務和電腦管理專用人才。 

（4）資訊化管理和服務中需要注意的問題，必須要注意下列幾點問題： 

1 注重時效； 

2 力求標準化； 

3 保證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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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論文題目：〈關於中國大陸圖書館立法的幾點思考〉 

 發 表 人：陳劍光、瞿雲仙（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圖書館、浙江大學圖書館） 

隨著中國大陸立法工作的深入與發展，圖書館立法也愈來愈爲圖書館界所關注，國

家「九五」社科規劃已將圖書館法列爲圖書館學情報學的重點課題之一，有關中國大陸

圖書館立法的討論正在展開。他們根據國外圖書館立法的實踐與經驗，就中國大陸圖書

館法律體系的建設談以下幾點看法：  

（1）圖書館法是一個多層次的體系 

中國大陸圖書館法的淵源—即具體表現形式主要包括：憲法中有關圖書館事業的規
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圖書館法，即圖書館基本法、國務院及有關部委制定的圖

書館行政法規、地方性圖書館法規、我國政府批准生效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協會或

學會制定並經過政府部門認可或批准的有關圖書館事業的規範性文件。 

（2）圖書館法的基本內容 

他們認爲圖書館法應對以下基本問題作出規定：圖書館的性質、地位、職能和任

務、體制、圖書館經費的規定、讀者利用圖書館的權利、建築設備藏書規定、圖書開

放時間和服務內容方面的規定、圖書館工作人員的規定、圖書館協作的規定及其他規

定。 

（3）發揮圖書館協 (學) 會的獨特作用 

我國的圖書館協 (學) 會的衆多功能尚未發揮出來。將來我國圖書館基本法一旦通

過並頒佈，則還要根據基本法的精神和原則，結合本專業圖書館的特點制定相應的行業

標準，充分發揮圖書館協 (學) 會的獨特作用。 

（4）結語 

圖書館法制建設是一項艱巨複雜的系統工程，我們要儘快完善圖書館的立法工

作，以「法」建館，以「法」治館，使我國圖書館事業健康快速地發展。 

3.論文題目：〈網路環境下的期刊資訊集成服務〉 

 發 表 人：陳益君（浙江大學圖書館） 

隨著網路的發展和期刊種類的增加，如何通過資訊集成建立起印刷期刊、光碟期刊

和網路期刊等之間的相互聯繫，爲用戶提供一站到位的集期刊訂購、檢索、報道、全文

獲取。文獻傳遞於一體的服務體系顯得非常必要。通過分析國內外期刊資訊集成服務的

現狀，提出通過OPAC全面揭示期刊資源，建立多途徑的期刊導航庫，實現二次文獻資

料庫與OPAC之間的鏈結，實現聯機目錄與文獻傳遞服務的一體化等措施，以便實現網

路環境下期刊的資訊集成服務。 

（1）爲什麽要開展期刊資訊集成服務 

為了要滿足用戶利用的需要、技術發展的需要、由期刊資訊源自身的特點所規定、

資訊政策調節的需要。 

（2）網路資訊集成服務的內涵 

網路資訊的集成服務是傳統的資料庫應用在廣域網上的擴展，也是傳統的網路搜索

服務與資料庫技術及其他決策支援技術的集成。這種網路資訊的綜合集成不是單靠網路

技術實現的。它需要資料倉庫、資料挖掘、人工智慧等衆多技術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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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訊集成服務的內容體系 

資訊集成服務大致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應用集成、資訊集成、技術集成和集成管

理。 

（4）資訊集成服務的層次與類型 

資訊集成服務一定要面向用戶、面向任務、面向服務物件，有明確的目標或主題。

依照不同的標準，資訊集成服務可以劃分爲不同的層次與類型。 

（5）資訊集成服務涉及的關鍵性問題 

資訊集成服務工作需要各部門在建設資訊集成服務系統和開發産品方面進行通力

協作，支援各種任務使命的應用之間實現互操作、實現可攜性和通過採用公共的服務介

面降低費用。並需要解決關鍵性問題。 

（6）期刊資訊集成服務的現狀 

就目前而言，期刊集成服務的主體有兩類：一類是商業性的資訊服務供應商、資料

庫集成商；另一類是圖書情報服務機構。 

（7）圖書館期刊資訊集成服務實現的途徑 

從國內外的情況來看，圖書館開展期刊資訊集成服務主要有以下幾個途徑：通過

OPAC揭示期刊資源、建立期刊導航庫、實現二次文獻資料庫與OPAC之間的鏈結、實

現聯機目錄與文獻傳遞服務的一體化、 

4.論文題目：〈資訊數位化對大學圖書館之功能與運作影響之探討〉 

 發 表 人：蘇倫伸（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助理編輯） 

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與演進，大學圖書館引進資訊技術的程度逐漸擴大與深化。從

數十年前大學圖書館自動化開始，運用電腦技術協助圖書館業務推展，至近十年來與網

際網路的結合，改變大學圖書館的運作與功能，同時，「虛擬圖書館 (Virtual Library)」

的概念，對大學圖書館的存在也受到許多質疑。 

本文從大學的目標、大學圖書館存在的意義與任務，並由資料儲存數位化後，出版

者與大學圖書館之間的競爭合作關係，說明大學圖書館之功能與運作之變化。大學圖書

館面對環境的壓力，主要因應方式有以下幾點： 

(1)加強資訊分析，強化服務深度。 

(2)建立全校的全文資料庫。 

(3)擔任「著作權人仲介團體」的角色。以平衡著作權人權益與讀者資訊需求，促進

資訊的流通與應用； 

（4）建立跨校性全文資料庫的交流，在未來的數位資訊環境中，才能取得較佳的

競爭優勢。 

因此大學圖書館除了支援大學母機構之功能與目標外，並負有促進資訊傳播與推

廣、避免「知識落差」以及降低「技術文盲」的積極任務。 

 

 

 

 



 

 20  

二、會議討論： 

1.簡介大陸浙江大學檔案服務現況，並討論大陸的檔案標準化的標準為何?(薛理桂、 

 曾堃賢 包新慧 徐子壽 陳益君) 

2.討論大陸資訊大量的數字化後，是否會影響到評鑑? (薛理桂、陳益君) 

3.討論大學圖書館數位化後，傳統圖書館是否會被取代? (薛理桂、蘇倫伸) 

4.討論電子書的出現，但是紙本仍然持續增加，值得探討與深思。(薛理桂、蘇倫伸) 

5.討論著作權仲介團體是否應由第三者來擔任較為適合，而不一定要由圖書館來擔任? 

(薛理桂、蘇倫伸) 

6.探討臺灣數位化後的圖書館讀者佔有的比例如何?(薛理桂、莊道明、曾堃賢、陳劍光、

徐子壽) 

7.請問大陸的高校體系是屬於何種管理體系？(薛理桂、徐子壽、陳益君) 

8.專業學會固然重要，但是立法委員的力量仍不可忽視，大陸協(學)會要作如何的改革？

(莊道明、徐子壽) 

9.討論大陸圖書館館員的認定標準為何? (薛理桂、陳劍光、徐子壽) 

10.臺灣地區的遠距圖書服務因為城鄉差距大，都靠文獻傳遞來解決；請問大陸地方文獻

保存的工作由誰來負責統籌之?並探討有關大陸浙江大學著作權及校園網路的問題? 

(莊道明、曾堃賢、陳益君、徐子壽、陳劍光) 

 

第二場：主持人：范豪英、徐子壽          

時  間：9月15日（星期六）上午9:00-10:00 

一、發表論文： 

1.論文題目：〈關於圖書館助讀環境建設的思考〉 

發 表 人：胡朝德、鄭麗仙（浙江金華嚴濟慈圖書館） 

本文「助讀環境說」的提出，基於用戶核心理論。本文闡述了圖書館特別是圖書館

業務部門的作爲應圍繞助讀環境建設來進行，營造良好的文獻傳遞環境，以便更好地開

展文獻資訊服務。圖書館業務部門要建立良好的助讀環境，要從讀者與物的環境、讀者

與館員的環境、讀者與資訊環境三個方面著手。 

（1）讀者—物的環境 

物的環境又可分為借閱環境的建設、館藏文獻資源質量體系的建設、業務自動化的

建設。 

（2）讀者—館員的環境 

讀者與館員的人際環境，是助讀環境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營造一個良好的館員與讀

者之間的環境，由館領導對館員進行直接的教育，提出正面的要求，並以獎懲措施來規

範館員的行爲，因此營造了良好的讀者與館員的環境，讀者到館才會有一種如沐春風的

感覺，這樣也就會有越來越多的讀者在愉快的借閱氛圍中完成自我學習與科學研究。 

（3）讀者—資訊環境 

圖書館創建一個良好的資訊氛圍必須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提供方便、快捷的

書目檢索服務、當好讀者獲取文獻資訊的向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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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開發人力資源  造就良好的館員素質環境 

良好的助讀環境需要人才來造就、來保證。人力資源是任何組織的第一資源，人是

知識的載體。造就高素質、高智慧的人才群體是圖書館爲讀者創造一個良好的助讀環境

的有力保證。因此要加強人力資源開發，以保證各項業務活動的開展。特別是資訊服務

工作的質量與人才的素質有著更加直接的關係。 

（5）結語 

讓讀者有一個愉悅的借閱心情外，更應讓讀者享用便捷的設施和得到高效優質的服

務。這才是圖書館助讀環境建設的真正意義所在。 

2.論文題目：〈基於網路的圖書館特色文獻資源庫的建設〉 

發 表 人：金首紅（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圖書館） 

作者闡述網路時代圖書館建立特色文獻資料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基於網路的

特色資料庫的建設原則、內容並給出一般步驟和具體的案例分析。Internet上資訊資源的

特點決定了圖書館的重要性，它要求圖書館必須有目的、有重點、有針對性地搜集網路

資訊資源。在網路環境下，圖書館的建設更應該走特色館藏建設的道路。 

基於網路的特色文獻資源庫的建設原則有下列幾點原則：(1)整體性原則、(2)共建原

則、(3)服務性原則、(4)先進性原則、(5)開放性原則、(6)規範原則、(7)經濟性原則、(8)

資源化原則、(9)其他具體原則。 

建特色必須從實際出發，考慮用戶需求和本館實力。我們可以從圖書館建特色資料

庫的實踐中，摸索總結出哪些資源可以成爲特色文獻資源庫的內容：(1)學科特色、(2)

地方特色、(3)單位特色、(4)館內特色。 

網路的特色資源庫建庫有以下幾點步驟：(1)可行性分析、(2)人員的培訓、(3)相關

設備的配備、(4)傳統館藏特色資源庫數位化、(5)圍繞特色的電子館藏收集。 

文末以浙大城院民辦教育研究特色文獻資源庫系統為例，充分加以說明。 

3.論文題目：〈臺灣地區圖書出版資訊的服務—以《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為例〉 

發 表 人：曾堃賢（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編輯） 

本報告以國家圖書館於1999年1月創刊發行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為例，探討

該刊創刊宗旨、出版以來的重要成果及「全國新書資訊網」(ISBNnet) 的建置與主要功

能，以呈現多元化的出版資訊服務型態，最後提出建立臺灣地區完整圖書出版資訊的努

力方向。 

（1）《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的創刊宗旨與重要成果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於1999年元月起創辦發行。自創刊以來，歸納各專欄的編

輯成果，具備下列幾個特色：新穎且多樣化的「新書書目」、嚴謹而具代表性的「新書

介紹」、主題式的「書評」經營、深入而完整的「作家與作品」、「專題選目」、具實用價

值的出版對話–「專訪」、具國際視野的「出版觀察」。 

（2）「全國新書資訊網」的建置與主要功能 

「全國新書資訊網」的網址為http://www.ncl.edu.tw/isbn，其主要有下列幾項功能：

ISBN導覽、新書介紹、書目資料庫、出版機構網、讀者留言、下載專區、全國新書資

訊月刊、ISBN/CIP確認出版回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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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臺灣完整圖書出版資訊的努力方向 

作者就如何建立臺灣地區完整圖書出版資訊的努力方向，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1 期盼「在版圖書目錄」的出版，以提供完整的新書出版資訊； 

2 經常公佈推出：推薦各年齡層閱讀或各學科領域的標準書單； 

3 加強海內外出版情報與趨勢的報導； 

4 建立公正、客觀、權威的書評制度。 

二、會議討論： 

1.臺灣地區網路書店發展概況？ (陳益君、曾堃賢) 

2.圖書館利用網路書店的訂購量為何?困難度又如何？(陳益君、曾堃賢) 

3.在大陸建立特色館藏過程當中，是否會有圖書館間蒐藏主題的衝突或空白處? 

(薛理桂、金首紅、胡朝德) 

 

第三場：主持人：謝寶煖、徐子壽        

時  間：9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30-12:00 

一、發表論文： 

1.論文題目：〈書店與圖書館閱覽服務〉 

 發 表 人：范豪英（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進入21世紀，圖書館面對各式各樣的電子出版品、網路資源、遠距使用者等新的

影響因素，要隨時積極地調整其館藏發展及資訊服務的策略及內容。另一方面，傳統的

紙本出版品，仍在大量發行；並且實體的圖書館依然存在，館舍以及其內的設備、館藏、

人員等資源還需要繼續為讀者做現場資訊服務。因而，如何在閱覽環境急劇變動的情況

之下，推展提昇閱覽服務，吸引讀者來使用資料，亦是不容忽視的一個問題。 

書店雖係行銷出版品的一種營利單位，其傳播資訊與鼓勵閱讀的功能，則與圖書館

相同。近兩年臺灣地區受景氣低迷及921地震影響甚大，書店能吸引消費者，花錢購買

書刊閱讀，其經營方式頗有值得借鑑之處。本文試就書店場地規劃、相關服務、行銷方

式，做重點探討，以供圖書館改善閱覽服務之參考。 

筆者近年來實地走訪臺灣數十間大專、公共、學校圖書館，與學生座談查用資料資

訊的經驗，所見所聞，常顯示圖書館閱覽服務仍有一些不足之處。國內外成功的大型連

鎖書店一些經營特色，恰可應用到圖書館的閱覽服務上，做一些補強提昇的工作。下面

是筆者的幾點改善建議： 

（1）提供方便、舒適的閱覽環境空間； 

（2）延長或彈性調整開放時間； 

（3）利用電子訂購及編目系統，加速訂書、整理過程； 

（4）注重績效，加強與使用者溝通、互動。 

范教授同時在討論會中，以臺灣地區重要且著名的連鎖書店，如：臺中市的誠品書 

局為例，拍攝書店的門市裝潢、圖書擺設、閱讀討論區等情形；以多張精采照片呈現，

吸引了大陸與會學者專家的注意與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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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論文題目：〈加入WTO資訊諮詢如何成為企業競爭服務〉 

 發 表 人：劉素豔（溫州大學圖書館）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步伐正在加快，入世在即，企業將面對強手如林、競爭激烈的

國際市場，必須增強企業競爭力。本文就資訊諮詢業如何幫助企業提高競爭力，提供服

務的內容、方式進行探討。 

（1）為企業競爭提供資訊諮詢服務的內容：有關政策、法律、法規服務、企業管

理創新服務、企業文化建設服務、經濟資訊服務、科技資訊服務、廣告營銷策劃服務、

競爭情報服務。 

（2）為企業競爭提供資訊諮詢服務的方式：蒐集文獻情報資訊，爲企業競爭服務

建立可靠的資訊資源保障體系、提供市場調研報告，爲企業開拓市場服務、組織專家諮

詢論證，爲企業經營決策科學化服務、分析經濟政策走向，爲企業把握未來發展目標服

務、拓寬企業資訊反饋渠道，爲企業在市場競爭中靈活應變服務。 

3.論文題目：〈網路環境下高職院校圖書館館藏建設探討〉 

 發 表 人：徐子壽（浙江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圖書館） 

作者通過對高職院校圖書館館藏建設現狀和讀者特點的分析，高職院校的讀者群與

高校相比，有下列特點：知識層次較低、以教學爲中心，教學方式以課堂教學爲主、科

研水平低。接著探討在網路環境下，高職院圖書館館藏建設基本原則和策略： 

(1)館藏擁有和可存取並重； 

(2)印刷型文獻和電子型文獻協調發展； 

(3)加強文獻資源特色化建設。 

二、會議討論： 

１.探討圖書館與書店合作，一起聯合經營的做法與願景。(范豪英、謝寶煖、 

曾堃賢、陳益君) 

２.討論大陸委外制度的發展情況？(曾堃賢、劉素艷) 

３.討論大陸溫州大學圖書館投入提供企業資訊諮詢服務的現狀、讀者需求程度與 

未來發展。(曾堃賢、劉素艷、畢紅秋) 

伍、參觀活動與閉幕式 

主辦單位為增加海峽兩岸與會學者專家，對浙江重要學術圖書館的印象，特地將二

天的議程，改為一天半。於會議的第二天下午，安排參觀了浙江大學圖書館與浙江省立

圖書館。閉幕晚宴於 9 月 15 日下午 6 點假杭州黃龍飯店舉行，由本次研討會組織委員

會鄒曉東副教授主持，首先由大會主席浙江大學城市學院魯世傑院長發言，盛讚本次會

議圓滿結束，也感謝臺灣圖書資訊學者專家們，遠道而來參與本次研討會，同時對中華

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的安排表示謝意。接著由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薛理事長理桂致

詞，並致贈支持和贊助本次研討會的臺灣科技大學教授、培道科技講座召集人—馬道行

先生一座紀念獎牌，以表示衷心感謝。最後所有海峽兩岸與會學者專家，共同舉杯相約

明年見，為2001年「海峽兩岸資訊服務與傳播發展研討會」畫下圓滿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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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檔案管理研討會論文摘要 

 

曾秋香 

政治大學圖書館編目組組長 

 

曾　賢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秘書長 

 
說明：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與檔案管理局，為使國內檔案界瞭解國內外有關檔案描 

述標準、大學檔案與手稿管理及檔案電子化管理等發展現況，特於本（民90）年 

11月30日（星期五）假國家圖書館簡報室舉辦「數位時代檔案管理研討會」，藉 

使國內圖書館界與檔案界瞭解數位化時代檔案發展之現況與趨勢。本研討會會議 

論文摘要係依照論文發表次序，將論文題目、發表人、摘要，以及論文發表人的 

服務機關與聯絡方式羅列，以提供同道參考。 

第一場：檔案描述標準 

1.1 

論文題目：檔案描述標準MARC AMC與EAD之對映 

發 表 人：王麗蕉  

摘    要：  

「檔案描述」是檔案管理過程中最基礎的工作，目的在於將具有價值的資料組織、

整理，以提供便利的資訊檢索工具。標準的制定在於促使具有價值性的資料可相互交流

與分享。綜觀美國檔案管理專業，對於檔案資料智能控制等編排與描述的格式規範，從

印刷時代的紙本式檔案與手稿特藏聯合目錄(National Union Catalog of Manuscript 

Collections，簡稱NUCMC)，到1980年代自動化管理時代專為檔案與手稿機讀編目格式

(USMARC Format for Archival and Manuscripts Control，簡稱MARC AMC)，一直到1990年

代因應網際網路與全球資訊網(WWW)的結合發展，所制定的檔案電子資源描述格式

(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簡稱EAD)。美國檔案學界在檔案描述資料結構標準化工

作，皆能隨資訊網路發展，開發與維護符合檔案資料特質，滿足使用者日新月異的資訊

需求，達到檔案資源共享的智能控制目標。 

而國內檔案管理事業幸於民國八十八年底檔案法完成三讀立法，檔案管理事業有了

法令保障、與管理的依據。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應是儘早制定中文檔案描述格式標

準，建立一共通格式，作為檔案機構檔案資源描述的統一標準，進而促成全國檔案資源

網的建立，使具有長久價值檔案資源可以完善保存、互通共享。因此本文將從檔案描述、

結構標準的定義加以解釋，簡述 MARC AMC 與 EAD 兩種描述格式的發展歷程，比較

其異同；接著進行兩種格式的描述資料項目之對映，評估其轉換的可行性；最後對國內

檔案界建立檔案描述格式標準，以發展檔案自動化系統與網路資源檢索等前景作一結論

與建議。 

聯絡方式：政治大學圖書館組員；lcwang@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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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論文題目：檔案Metadata－EAD 

發 表 人：賴麗雯 

摘    要：  

EAD是一種能適切描述檔案內容及階層架構的檢索工具，屬於結構性的metadata，

起源於美國，於1998年推出1.0版。目前國外地區已有不少檔案館開始使用，但國內仍

屬起步階段。本文先對EAD的發展沿革做一介紹，其次再針對其架構做一說明，然後

以國內、國外地區在網站上利用EAD製作檢索工具的例子予以說明，最後再做一總結。 

聯絡方式：政治大學理學院技士 

1.3 

論文題目：泛談檔案權威控制作業 

發 表 人：洪一梅 

摘    要：  

資訊檢索的目的在於利用電腦的儲存與計算能力，來幫助使用者由大量缺乏結構化

的資料中，快速地擷取到所需資訊。而檔案資訊檢索是指擷取檔案資訊，是檔案利用的

途徑，而此途徑的建立除了軟硬體的設備之外，最重要的是檢索的內容。檢索的內容包

含三個部份：檔案的資訊、描述檔案的資訊、檢索點。 

在國內外圖書館界多年資訊檢索的發展下，皆認同只有透過權威控制的一致性及參

照關係，才能顯著地改善檢索品質。筆者在此，嘗試說明檔案描述與權威控制結合的必

要性，並針對檔案權威控制的內容、合作發展的問題進行初步的說明，期望對檔案權威

控制工作能有一全面性的了解。文末簡介美國檔案權威控制的相關標準以供參考，並提

供筆者參與檔案權威控制工作的少許經驗與心得，期望國內圖書館界、檔案界先進予以

指導與指教。 

聯絡方式：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約聘助理；yimay@ms15.hinet.net 

 

第二場：我國大學校院檔案與校史室管理現況 

2.1 

論文題目：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校史資料的管理 

發 表 人：何慧玲 

摘    要：  

 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的校史資料以提供讀者閱覽為主，所以實用功能多於展示功

能。本文主要在於介紹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的校史資料，分享館方實際管理校史資料的

經驗與遭遇到的難題，並且提出若干日後管理校史資料的建議。 

聯絡方式：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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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論文題目：校史室管理－淡江大學圖書館的另一項任務 

發 表 人：馬少娟 

摘    要： 
一所完善的校史檔案館功能絕不在圖書館之下，然目前國內大學卻普遍未予重視，

多以典藏及展覽校史文物為主，亟需長期規劃經營，使功能更臻完備。本文謹就淡江大

學校史室管理現況概括敘述，並提出現階段可行之建議。 

聯絡方式：淡江大學圖書館典藏閱覽組組長 

2.3 

論文題目：臺灣師範大學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介紹 

發 表 人：吳美美、廖慧禎 

摘    要： 
本文從國內檔案管理的現況與趨勢談起，並說明本校公文檔案管理的發展歷程。本

校於民國三十五年成立時，檔案的管理皆以人工作業方式辦理，採集中保管制，每年均

編製收發文號，分類方式僅以單位名稱分類。民國五十二年，使建立檔案分類表。五十

八年，重新編訂分類表、確立編目方式、詳細規範檢調程序、擬訂保存年限標準表，從

點收、整理、分類、編案、編目、入檔、保管、檢調、清理、銷毀皆有一完整之作業規

範。為配合政府整體再造及電子化的趨勢，近年來亦積極推動公文電腦化作業，並從八

十九年四月中旬起逐步實施，系統有點收作業、製卷作業、調卷作業、銷毀作業、列印

及維護等六項功能。最後說明本校對公文業務電腦化作業的未來展望。 

聯絡方式：吳美美，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資學組教授；meiwu@cc.ntnu.edu.tw 
廖惠貞，臺灣師範大學總務組文書組組員；e52048@cc.ntnu.edu.tw 

2.4 

論文題目：我國大學校院校史室管理現況—以輔仁大學校史室為例 

發 表 人：吳瑞珠 

摘    要： 
校史室與檔案室業務的分野在於檔案室應以文件之收發，管理，借調為主，

而校史室則應對具有縱深及保存價值的歷史資料加以蒐集，編目，保存，研究甚

或出版和展覽做為重心。要使「校史」產生與現實環境的結合，並具有意義和價

值，必須綜觀現實環境的需求，並與重要事件結合才能達到。因此如何宣示校史

工作的重要性，收集政策的明確性，保存知識的專業性，和建檔工作的流暢上充

實著手。校史工作具有靜態的本質，但面臨人力和物力的有限性，必須與現實環

境做結合時，則需跳出原有框架和印象。執行校史工作，最實際的方法，就是在

「做中學」以及在「做中推廣」的概念。除了願景外，與層峰的理念配合，實在

決定了每一階段工作進行的順暢與否。校史工作的內涵就實務而言，它牽涉到多

層面的專業和知識，就理論上來說，也唯有如此才能發揮校史在協助教學和配合

學校發展上的全面功能。 
聯絡方式：輔仁大學校史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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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論文題目：淺論大學校史檔案館的功能與工作－以政治大學校史室為例 

發 表 人：黃國斌、鄭雅文、劉佳琳 

摘    要： 
本文首先討論大學校史室在本文中的定義、簡介大學校史室在西方的歷史發展，並

且進一步地探討校史室所應有之功能與任務，以及以歷史悠久的美國賓州大學校史館為

範例。此外，本文將以我國政治大學校史室為例，探討政大校史室中校史史料文獻、照

片與相關文物等資料的實際整理、登錄、數位化與利用服務等各項工作，並且指出政大

校史室目前所面臨的問題與未來的規劃及展望。本文作者希望能藉本文拋磚引玉，與各

界分享、交流國內大學校史室校史資料與文物整理的實務經驗及作法。 

聯絡方式：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檔案學組研究生 
黃國斌； hchris@gcn.net.tw 

鄭雅文；artwin@ms6.url.com.tw（博物館學組） 

劉佳琳；chialinliu@pchome.com.tw 

 

第三場：檔案電子化管理 

3.1 

論文題目：政府檔案電子儲存之管理：理論與實務 

發 表 人：邱炯友 

摘    要： 
電子化／網路化政府的建立，在於妥善利用網際網路及現代資訊通信技術，整合政

府各機關發展的業務電腦化系統與便民服務自動化系統。本研究主旨乃為探討檔案電子

化管理之內容與要項。為妥善管理電子儲存型式檔案，須妥善法律，並借問卷調查審視

國內國家檔案與機關檔案管理之發展環境，且參酌美英澳三國採行之相關管理法案，以

為因應二十一世紀電子化政府現代職能的挑戰。  

「檔案電子儲存管理辦法」草案之研擬內容包括電子儲存型式檔案之一般管理原則

與製作程序、電子儲存型式檔案之類型(光碟與網際網路儲存檔案)與電腦檔案格式(影像

檔與文字檔等之各種標準)、電子儲存檔案之設備需求、電子儲存檔案之流通與查檢

(access)方式、電子儲存檔案之移轉與轉置規定及稽核、電子儲存檔案之保存與銷毀、電

子儲存型式檔案之安全性、電子儲存型式檔案之推廣與應用、電子儲存型式檔案之開放

授權與加值、電子儲存型式檔案之管理人員職責等。 
聯絡方式：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joyo@mail.tku.edu.tw 

3.2 

論文題目：電子檔案認證與安全管理 

發 表 人：黃明祥、林詠章、李正吉 

摘    要：  

在本文中，我們將說明在網際網路上，傳送電子檔案時，可能所遭遇到的擊，並且

提出我們的安全架構，以抵擋在網際網路上傳送電子檔案時，所遭遇到安全威脅。除此

之外，針對不同的電子檔案格式，我們也已提出其所適用的安全機制並各別分析其效率

及所需成本，除了一般的加解密及數位簽章等安全機制外，針對影像檔案因其可容許些

許的失真，因此我們還可以加入數位浮水印來保障創作者的智慧財產權。另外數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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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提供驗證者來確認圖形內容是否有被經過竄改，卻無法偵測出竄改的部位，因此圖

形竄改偵測技術正可以彌補數位簽章這一方面的不足。另外，從管理者的角度切入，我

們也將說明安全管理所須的控制技術。藉著以上我們所提之方法，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實

用、安全、及有效率的電子檔案認證與安全管理之環境，不管是政府單位或是一般的民

間企業，可以透過此安全環境，將電子檔案透過網際網路來進行安全的傳遞與交換。 

聯絡方式：黃明祥，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mshwang@mail.cyut.edu.tw 

          林詠章，中正大學資訊工程系；iclin@cs.ccu.edu.tw 

          李正吉，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系；cclee@cis.nctu.edu.tw
 

3.3 

論文題目：檔案資料數位化之探討：以家譜資料為例 

發 表 人：廖慶六 

摘    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如何進行家譜資料數位化，從數位化計畫之構思與相關技術出發，

並以建置家譜影像檔及人名資料庫為努力目標。姓氏家譜與人物傳記，亦屬全体檔案資

料的一種，家譜更是研究家族史與編修方志的重要史料，而家譜與檔案均屬數量龐大的

文獻，因此進行數位化處理勢在必行。本文附上二種家譜資料庫的詮釋資料格式範例，

其中各項欄目是依據家譜資料的特殊屬性與內容設計的，其目的在於方便研究者檢索相

關資料。事實上，數位化技術是達成家譜資料標準化與現代化的工具，同時亦可提供檔

案管理機關做為提昇文書檔案管理之參考。 

聯絡方式：臺灣省各姓淵源研究學會顧問。 

3.4 

論文題目：教育部檔案自動化管理 

發 表 人：曾再杉 

教育部檔案之保存，以往僅需對公文實體文件做歸檔處理，在空間充足情況下，人

工作業就顯得綽綽有餘，惟隨著累積量之增加，空間逐漸感到不足，另每日所需處理之

公文歸檔、調檔量亦快速增加，再加上行政效率及品質的要求，人力的精簡，都使傳統

人工作業越顯吃力。仍自民國八十二年二月起，即針對現存缺失，研訂「建立精確檔案

管理制度」及「籌辦檔案管理電腦自動化作業」兩項改善措施：在建立精確檔案管理制

度方面：辦理檔目重編、改善調案時間、修改調案法規、清理逾期未歸還檔案、編印檔

案典藏手冊、研發改良檔案夾以減輕作業程序、增租檔案庫房、推動承辦人員自行填寫

檔號及保存年限、推動承辦人員使用燕尾夾夾裝公文以方便公文掃瞄拆釘。有關籌辦檔

案管理電腦自動化作業部分：有效利用現有電腦公文系統、研發改良公文條碼列印技

術、研發改良調閱影像文件未在光碟櫃內電腦自鳴技術，建立全天候24小時及六秒鐘

內影像調檔服務，再於2000年將原系統DOS版升級至WIN95/98中文視窗環境，新影

像管理系統掃瞄建檔作業，使用標準Client-Server架構設計。保留舊系統架構之功能，

並且配合新的業務需要加入新功能，同時也運用新發展出來的硬體設備及軟體開發技

術，使本系統更新升級後，本部檔案數位化管理系統進入完全自動化。 

聯絡方式：教育部檔案科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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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載 

大陸書市掠影-上海書城印象 

范豪英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圖書館長 
 

自從大陸開放觀光旅遊，上海早已成為國人參訪的重點城市之一。算起來，今年九月上海的逗留，

是筆者的第三次造訪。1990年臺灣圖書館界首度組團赴大陸參訪交流，上海便是當時擇定的五個城市

之一。第二次則純為私人旅遊。這一次赴杭州開會，途經上海觀光，僅有一天一夜的時間，趨訪了宏

麗的上海市圖書館，而外灘的夜景、和平飯店的懷舊爵士樂、豫園的園林亭榭、南京路的繁華商店等

觀光景點也都能經歷一下，實要歸功於導遊的路面熟、盤算精。在這一趟緊密的行程中，令筆者印象

最深的便是上海書城之行。 

在過去的十二年裡，筆者幾乎每年到大陸旅行一、兩次，東西南北的大城市跑過的不算少，只要

有機會，圖書館與書店是必訪之處，因此逛書店的經驗也不算少。但這次逛上海書城，不但見識到一

個逾萬平方米的超大書店，而且店內的環境佈置、各類書種陳列、人員服務，都顯示管理經營的精緻

化、現代化，令人耳目一新，與以前看過的大小新華書店、私人經營的書店，簡直是有天壤之別，遂

將個人印象，佐驗手邊資料後寫出，獻給關心出版與店銷圖書的朋友參考。 

印象之一：閱讀的熱情 

    由下榻於九江路上的南新雅酒店，步行至上海書城，大約十分鐘。我們到達時，書城大門關著，

店門前的臺階上及人行道上，已有幾十位顧客，或席地而坐或漫步而行，在等候開門。看門上告示，

9：30開始營業，對下手錶，還得再等二十分鐘。暑假已經結束，這一天又不是週末，一早能有這麼

多人等著書店開門，他們對閱讀的熱情，看在從事圖書館工作者的眼中，不禁有遇到同好的欣喜。筆

者在四周徘徊等候開門之際，一眼看見有人手推裝著輪子的中型行李箱，佇候在大門口，好奇地上前

探詢，原來是安徽來客，剛下車便攜行李直奔書城。這時原先的欣喜情緒中，又攙添了些感動。 

印象之二：規模宏大 

  上海書城的營業面積逾萬平方米，經銷500多家出版社的12萬種圖書、視聽製品和電子出版品

（註1、2）。走進這樣規模的超大書店，感受它可揮灑運用的充足空間，不禁令人羨嘆連連。一樓大

廳展售的是實用生活、趣味閱讀類書和期刊地圖。居家裝潢、飲食、保健、美容等方面的書籍琳瑯滿

目。雖然書店才剛開門營業，這裡書架前翻閱的人已很多，可見與日常生活實用相關的書，在此受到

歡迎的程度。各樓層以書店內側的電扶梯相連。二樓以文學類圖書為主，視聽製品在此樓層內側另闢

長長的一間，音樂、戲劇等，種類繁多；特意去找相聲段子，除傳統的錄音帶滿架之外，VCD也不少，

品種似乎相當齊全。三樓是哲學、政治、經濟、法律、史地、工商管理等類圖書。四樓是語文、外語、

教育、小兒讀物。五樓是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類書籍。六樓是美術、設計、畫冊等藝術圖書。 

    這間大書店是專為展售圖書及其他出版品而設，因此在逾萬平方米的空間中，觸目所見，全是書。

這種情形與國內一些較大的書店，尤其是連鎖書店結合相關業種，兼售文具紙張、禮品、玩具、服飾

等大異其趣。 

    其實，就出版量而言，大陸在1999年已有83,095種新書，重版及重印書有58,736種（註3），總

數約有14萬種之多，加上供應民眾對港、臺出版品及外文出版品的需求，綜合性的書店為求圖書品

種較為齊全，也不得不往「大」的方向發展。就消費人口而言，1999年上海市有1,313餘萬人，全市

人均收入約合3,720美元（註4）。這是一個人口眾多，收入較高，而且現代化較深廣的城市。因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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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一間超大型零售書店能吸引日均客流量8,000人，並有日均營業額33萬元人民幣的佳績（註5）。 

印象之三：環境舒適 

    書店大樓的建築宏偉，裝潢設計典雅，照明充足。一樓門廳挑高至二樓，二樓書架旁設幾張小桌、

座椅供顧客選書小憩，並可閒眺一門大廳。桌椅旁安置一些綠色盆栽，烘托出優雅閒適的氣氛。這些

桌椅極受歡迎，一早就坐滿了客人。店內各式書架，陳列櫃、平臺錯落有致，可充分展示長銷書、暢

銷書、主打書等不同性質圖書；架間走道也夠寬。整體的感覺是個潔淨、明亮、寬敞、舒適的消費環

境。賣場環境吸引人，使人留連其間，也算包裝成功。上海書城在雙休週末，可以締造三萬人的高來

客率（註6），難怪它會被上海市府定為十大文化標誌性的建築之一，並且積極推銷成為該市觀光旅遊

新去處。 

印象之四：經營管理趨向現代化 

    上海書城的存書樣本都展示在開放的書架、書櫃和平臺上，任由顧客隨意翻閱。店內有不少店員

走動，為客人服務。每層樓都有櫃檯辦理結帳，同時取書，比起先開單繳錢，取得收據再回頭領書兩

頭跑的辦法，省事多了。這些服務方式頗能配合顧客需求，在視聽製品室，也看到一些防盜監視系統

的裝置，在在顯示設施現代化，經營方式現代化。至於代客查尋圖書，雖然提供以電腦檢索作者、書

名、庫存狀況的服務，卻只有一樓服務臺才能辦理。顧客抱著買來的圖書走到大門口，安檢人員看過

才發給袋子裝好。這些措施似仍有更方便顧客的改善空間。 

整體而言，上海書城的建築規模、店堂裝潢、空間佈局，都有極佳的水準。它有足夠的空間，將

大陸龐大的書種，在賣場上做較豐富而悅目的陳列，因之銷售成績可觀。例如辦簽名售書促銷「戴敦

邦新繪全本紅樓夢」畫冊，促銷3小時便銷售近500冊書（註7），「不過如此」一書銷量7,000冊（註

8），這樣的銷售量，可能會令臺灣的書店及出版社非常羨慕。上海書城有極佳的立地條件，有龐大的

消費人口及已經建立的良好售書管道形象，它的繼續發展對鼓勵閱讀，應有很好的成效。（本文經原

作者同意轉載自《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34期，民國90年10月。） 

附註： 

註1：〈上海書城簡介〉，網址：http：www.bookmall.com.cn/bookstore/nesume.htm 

〔上網日期：2001.09.25〕 

註2：根據「人民網」上資料，該書店代銷800家出版社15萬種圖書出版品。張建松、李几， 

〈上海特色街  旅遊新去處〉，2001年3月13日。〔上網日期：2001.09.29〕 

網址：http：//www.people.com.cn/BIG5/shenghuo/80/103/20010313/416131.html 

註3：陳信元，〈1999年大陸出版業發展概況〉，中華民國89年出版年鑑，臺北市：行政院新聞局， 

      頁216。 

註4：〈2000年上海概覽〉，網址：http：//mantraco.com.tw/chinaact/taiwansha.htm 

〔上網日期：2001.09.29〕 

註5：同註2。 

註6：〈超大型書店出現在大陸大城市〉，在民88年3月11日陸委會大陸工作簡報，西方媒體對大陸 

當前經濟情勢之看法。網址：http：//www.mac.gov.tw/mlpolicy/mwreport/8804/1-10htm 

〔上網日期：2001.09.29〕 

註7：李國章，〈發揮專業優勢，增強創新意識，使古籍出版光景常新〉， 

      網址： http：//www.bookchinise.com/big5/guji/26.1htm〔上網日期：2001.09.25〕 

註8：孫立梅，〈賣書：網上便宜得不正常〉，網址：http：//202.130.245.40/chinise/RS/50778.htm 

     〔上網日期：200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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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全球資訊網站簡介 

吳英美 

國家圖書館研究組主任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自成立以來，在歷任理事長努力耕耘下，為國內圖書資訊界同道開闢了

一扇成長之窗。有鑑於網路傳播快速，莊前理事長道明策劃了電子報傳遞學會及國內圖書資訊界最新

研討會訊息，為使訊息及學會理念完整表述，遂進行建置學會全球資訊網站。網站內容經由各委員會

集思，前後任理事長傳承，終於在近日架設完成，提供各項圖書資訊學教育相關訊息，網址為

http://www.calise.org.tw。 

網站之內容分別由各委員會分工蒐集、提供、撰寫，交通大學圖書館柯皓仁博士負責網站維護，

所需費用募自國際資訊整合聯盟(IFII)。網站首頁以新設計完成的學會標誌呈現學會朝氣，首頁設計以

清新、自然風格取勝，以跨越紙本與數位典藏圖書資訊人之期許。本網站共分「最新訊息」、「關於

CALISE」、「會員園地」、「會訊訊息」、「出版品」、「活動看板」、「意見交流」、「圖資系所」、「研究發展」、

「資源指南」等十大項，各項內容簡述如下： 

1.最新訊息：同步報導不定期發送之學會電子報，並可查閱本年度各期電子報內容。 

2.關於CALISE：本會章程、歷任理事長、現任理事長簡歷及期許、理監事名單、各委員會成員。 

3.會員園地：入會資格、申請方式、會員權利義務，以及入會申請表格下載等功能。 

4.會訊訊息：羅列近期發行會訊之各期目次。 

5.出版品：簡介本學會歷年出版品與訂購資訊。 

6.活動看板：提供最新活動消息，包括各種研討會、海峽兩岸研討會、理監事重要會議等。 

7.意見交流：提供本會會員或國內圖書資訊界同道線上討論、經驗交流之園地。 

8.圖資系所：簡介海峽兩岸圖書資訊系所，包括目標、師資、課程等，並網網相連。 

9.研究發展：學會舉辦之各專題研討會的會議記錄全文，提供線上瀏覽或下載；國內各圖資系所     

進行中博碩士論文，及政府進行中之有關圖書資訊學研究計畫。 

10.資源指南：以連結海內外圖書資訊教育機構、專業組織、專業出版社等網路資源。 

學會網站雖具雛型，但仍有部份資料內容未臻齊全或建置中。這是個屬於全體會員的「數位之 

家」，需要大家的關愛與灌溉，方能成長、茁壯，期盼一齊為許一個內涵豐盛的網站而努力。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網址：http://www.cali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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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民國九十年（第五屆第一次）年會籌備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九十年十月四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 

地    點：臺大校友聯誼會 

主    席：薛理桂                               紀錄：曾　賢 

出席人員：薛理桂、林志鳳、吳英美、陳麗鳳、曾　賢            

壹、主席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關於本會民國九十年(第五屆第一次)年會籌備工作等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1.本屆年會預計於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廿三日（星期五），假國家圖書館簡報

室召；同時舉辦學術研討會。 

      2.籌備工作，擬分成：報到接待、議事等分工。 

提案二： 

案由：關於召開「數位化時代大學檔案暨校史資料之徵集與管理研討會」之籌備工

作等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1.本研討會預計於年會期間（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廿三日），假國家圖書館簡

報室召開。 

      2.籌備工作，擬分成：報到接待、議事、論文編印等組分工。 

參、決議事項： 

    一、預計於本年度年會期間（民國90年11月30日），假國家圖書館簡報室召開「數

位時代檔案管理研討會」。議程計畫資料，詳如附件。 

二、關於年會暨研討會籌備工作，分工情形如下： 

1、 研討會論文集之徵集與編印，請曾副秘書長秋香負責。 
2、 議事安排，請吳主任委員英美負責安排。 
3、 會員與會議出席人員的接待，請陳主任委員麗鳳、唐申蓉小姐、吳傳萱助
教負責。 

4、 場地佈置、投影設備及茶點等，請曾秘書　賢聯繫國圖總務組協助處理。 
5、 關於會議資料袋的設計與製作，請陳主任委員麗鳳研究製作。 

三、有關致贈榮譽理事當選盾牌、有功人員感謝狀，請陳主任委員麗鳳設計 

製作。 

肆、散會（下午一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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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民國九十年（第五屆第一次）年會籌備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 

地    點：歐美廚房餐廳（臺北市信義路二段193號） 

主    席：薛理桂                               紀錄：曾　賢 

出席人員：薛理桂、吳英美、陳麗鳳、 

吳傳萱、黃美蓮、劉佳琳。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報告第一次籌備會議決議事項與工作進度。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關於本會民國九十年(第五屆第一次)年會籌備工作進度暨年會議程等相關事

宜，提請討論。 

說明：1.本屆年會預計於民國90年11月30日（星期五），假國家圖書館簡報室召；

同時舉辦學術研討會。 

      2.籌備工作，擬分成：報到接待、議事等分工。 

提案二： 

案由：關於召開「數位化時代檔案管理研討會」之籌備工作進度相關事宜，提請討

論。 

說明：1.本研討會預計於年會期間（民國90年11月30日（星期五））上午十時至

下午五時，假國家圖書館簡報室召開。 

          2.籌備工作，擬分成：報到接待、議事、論文編印等組分工。 

肆、決議事項： 

一、本次「數位化時代檔案管理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內容，包括：理事長序言、各

場次論文及檔案管理中文文獻索引。 

二、關於本屆年會暨研討會籌備工作與分工如下：（詳情如後附件） 

        1.會議論文徵集與編印：曾秋香、曾　賢。 

        2.議事安排：陳麗鳳、唐申蓉、劉佳琳、黃美蓮、許文華、傅明儀。 

        3.報到接待：陳麗鳳、吳英美、吳傳萱、劉佳琳、黃美蓮。 

        4.場地庶務：曾　賢、陳麗鳳、吳英美、羅金梅、黃國斌、許文華。 

三、本屆年會暨研討會將於11月29日（星期四）下午假圖書館學會辦公室 

裝資料袋與佈置場地。資料袋內包括：會議論文集、本會會訊等。 

四、本會會訊第17期預計於11月30日出版。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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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九十年度收支表暨會員人數統計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收支報告 

中華民國90年1月1日至90年11月20日止 

 

(單位：新台幣元) 

收入支部 支出支部 

上期結存 509,632   

本期收入 176,552 本期支出 155,070 

合    計 686,184 本期結存 531,114 

 
 
 
 

會員資料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員人數統計 

 
 

類  別 89年會員數 90年新增會員數
已繳90年年費 

及永久會員數 

永久會員 69 5 74 

普通會員 134 13 46 一般會員 

學生會員 145 26 61 

團體會員 29 4 26 

總    計 377 48 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