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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為增進圖書館及資訊

服務單位在職人員有關圖書館經營與服務管理

之知識與能力，特委託臺北市立圖書館於 95年
7月 31日至 8月 4日假該館 10樓國際會議廳
舉辦「圖書館卓越品質管理研習班」。此次研

習內容頗為精彩，筆者有幸獲得本館推薦參加

研習，受益良多，特將研習內容摘錄於後，以

供同道分享。

貳、課程內容概述

一、策略規劃與管理

／陳健雄副董事長，華宇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要進行策略規劃與管理，首先必須凝聚共

識，說明組織願景。接著，可藉由五力分析和

SWOT分析等方式來找出本身之核心能力以塑
造競爭優勢。據此即可制定有利的經營策略，

並且選擇具有預期效益之方案。最後，必須針

對財務、顧客、學習成長以及內部程序等四個

構面加以評量，進行經營績效之評估。

事實上，策略管理的構成很簡單，就是從

有限資源中，尋找最佳方案，並且讓客戶持續

滿意。在這過程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

是「創新」，也就是透過可執行的創意，對客

戶產生貢獻。如此，就能創造差異化，讓客戶

持續感到滿意。

二、贏得顧客滿意的技巧

／鍾惠玲總經理，大有為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所謂「服務」，其實就是「溝通技巧」，

因此從事服務的人必須「會講話」。有滿意的

員工，才有滿意的服務，也才會有滿意的顧

客。服務人員應切記：「為錢工作容易累，為

興趣工作可以永不倦怠」。為了營造競爭力的

服務優勢，首先應該建立服務文化，接著連結

相關活動，最後則是專注，也就是清楚區隔

「要服務誰」以及「不服務誰」。同時，也要

了解服務賣的是附加價值，而這就需要透過

「人」來執行。因此，職場上可以多用服務敬

語，並且訓練自己的說話技巧。成功的不二法

則在於「先copy，再創新」，因此可多參考他
人經驗。

為使學員了解顧客抱怨處理要點，課堂上

也播放了一段影片。歸納其內容，服務人員可

以透過以下六項步驟，來安撫憤怒的顧客：

切忌失去冷靜； 鼓勵顧客發洩情緒； 找出

事實； 了解顧客的感受； 提出解決方案；

以積極的態度來收尾。此外，若能掌握「地

變」、「人變」、「時變」之息怒三變原則，

遠離衝突地點，並且由其他人員來處理，也有

「圖書館卓越品質管理研習班」

研習紀要與心得報告

林串良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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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緩和顧客的情緒。同時也要記得，處理顧

客抱怨的過程，一定要詳細記錄，並且列入追

蹤與檢討。

三、顧客關係文化與顧客價值的實踐

／劉肇佑總經理，Jamex人文企管顧問中心

處於激烈競爭的環境中，大家對於「進

步」的定義已經從「絕對進步」轉變為「相對

進步」。也就是說，光是有進步還不夠，必須

要和別人比，要當 No. 1，甚至是 Only 1！現
今的企業經營已經從傳統的產品導向、生產導

向、推銷導向，進展到顧客導向。要突破現有

的瓶頸，一定要進行顧客研究，可用問卷調查

及焦點群體訪問之方式來探知顧客的需求。顧

客是無法改變的，所以要改變的是機構，但是

在改變時，又不能陷入民粹的思考模式，專業

的內涵還是要堅持。

「藍海策略」相當強調一個觀念：「不要

老是去抄襲別人，要從客戶角度來創新」。例

如加拿大的太陽馬戲團，雖然處於一個嚴重衰

退的行業，但卻能大膽進行創新，蛻變成為一

個沒有動物、馴獸師與小丑的馬戲團，觀眾群

從兒童轉變為成人，票價頓時提昇數倍，順利

起死回生。其他諸如西南航空公司、明華園歌

仔戲團、LaNew、遠東飯店等案例，也都是透
過分析客源、提供客製化服務模式來進行創

新，創造服務之價值。課堂上也播放一段《派

克飛魚市場》的影片，讓學員了解如何改造企

業文化的四大步驟，歸納如下： 遊戲：把工

作當成遊戲，認同自己的工作並製造樂趣；

使顧客不虛此行：要與顧客進行互動，使其從

中有所收穫； 用心在工作上； 選擇你的態

度。透過以上四項要領，讓員工體認自己的價

值，將原本了無新意的魚市場營造成為充滿樂

趣的場所，成功拉近與顧客之間的距離。

四、願景與價值領導

／江瑞清副教授，中原大學工業工程學系

一般經常使用的「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Management, TQM），就是組織的一種
管理方法，係以品質為中心，以組織的所有成

員參與為基礎，並且藉由顧客滿意以及組織成

員和社會獲益，來達成組織長期成功之目標。

TQM 的基本理念包括了「領導」與「價值」
這兩大意涵，同時也要兼顧品質、標準、數

據、流程等科學方法。若想進一步了解品質管

理之指標，可參考 ISO 9004、美國國家品質
獎、歐洲品質獎、日本戴明獎以及我國國家品

質獎之規定。

在談到 TQM 時，都會強調「顧客優先」
的概念。但是，「顧客」指的到底是什麼？卻

又非常籠統與抽象。因此，在制訂公司願景

時，「顧客」的定義愈明確愈好，如此才能針

對其特殊需求進行強化。不過，應該特別釐清

一個觀念，就是顧客的要求，未必要完全去滿

足，必須從專業角度去判斷是否合理。在混亂

的市場中想要有所斬獲，就必須要有選擇性的

做法來縮小訴求目標、實施市場區隔，也就是

尋求定位。選擇定位有三種策略： 領導者；

追隨者； 利基者。以臺灣而言，目前仍然

缺乏品牌與通路，因此只能成為市場的追隨者

或利基者。在管理工具上，可參考平衡計分

卡、藍海策略新價值曲線、二維品質論等方

法。

五、推動 TQM 的成功因素

／高辛陽董事長，環球國際驗證公司

管理模式包括因習管理、觀察管理、科學

管理、參與管理、人性管理等五種層次，在進

行管理時，觀念應該與時並進。「以客為尊」



4

是態度，「顧客滿意」才是真正的目的。企業

應該以顧客為中心，並且超越顧客的需求。若

能活用 TQM，將可有效協助企業實現願景。
品質不是靠管制出來的，而是在規劃、設計

時，就要先考慮進去。換句話說，品質是「習

慣」出來的。品質管理有三不原則： 不做不

良品； 不送不良品； 不接受不良品。這三

項原則也就是「全面品質保證」（Total Quality
Assurance, TQA），從而進展到 TQM。
在本堂課程中，高董事長特別注重觀念的

啟發。他表示，所謂「品質」，就是要得到顧

客的認同，也就是要有經濟效益與附加價值。

同時，他也希望大家能夠從目前所強調的「卓

越品質」進展到「魅力品質」。更重要的是，

企業界應該將 TQM 的觀念衍生成為「全面倫
理管理」（Total Ethic Management, TEM）。
最後，他也釐清一個大家經常錯用的詞彙

「ISO 認證」，正確的說法應該是「ISO 驗
證」。驗證機關的認定，才是「認證」。

六、標竿學習

／林晉義科長，玉山銀行；張旭執行協理、

鄭倚庭主任，信義房屋

在標竿學習的課程中，係以榮獲國家品質

獎的玉山銀行與信義房屋當成學習對象。玉山

銀行認為，要讓顧客滿意，一定要先讓員工滿

意；要讓顧客感動，一定要先讓員工感動。玉

山銀行的員工把服務顧客視為呼吸一樣的自

然，因為這種服務的概念已經內化於每個玉山

人的心中，並不需要刻意表現。在服務客戶的

同時，玉山銀行的員工也備受尊重，因為董事

長可以記得 4,000 多位員工的姓名，而且杜絕
關說，玉山人可以靠自己的雙手決定自己在玉

山的位置。就是這樣的企業文化，讓玉山人從

認識、認同到內化，共同建立一個親切又有效

專．題．報．導

率的專業服務團隊。至於信義房屋，則是運用

新態度、新制度、新形象來進行顧客服務創

新。信義房屋表示，未來他們將要與五星級飯

店、航空公司比服務態度，而不只是與同業相

比。

七、服務價值與核心競爭力

／詹昭雄總經理，世曜國際品質專業顧問公司

從事任何工作，都應該要知道該項工作之

價值究竟是什麼？並且從中探索自己的附加價

值。從顧客的立場而言，所謂的「服務價值」

係指業者能夠提供何種有價值之服務，但卻有

許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價值何在。對於企業

而言，要改善內部員工之行為，用顧客的力量

最有效果，例如採用滿意度調查。以圖書館為

例，進行讀者意見調查時，必須注意以下三

點： 不要只列出圖書館做得好的項目，做得

不好的單項也要同時列出； 一定要請讀者評

斷總體分數； 應該提供足夠的欄位，請讀者

寫出對於圖書館的期望與建議。另外，提昇品

質與降低成本是可以兼顧的，首先就是成立專

案，並且列入年度施政方針。我們同時也應該

要思考，圖書館的績效評估真的客觀嗎？詹總

經理認為，績效評估必須要與考績有實質連

結，才會有激勵效果。

在核心競爭力方面，其類別有兩種： 核

心結果之競爭力：也就是「關鍵績效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 核心能

力之競爭力：也就是「關鍵成功要素」

（Critical Successful Factor, CSF），但已逐漸
被KPI取代。圖書館可透過關聯圖、系統圖、
……等途徑來找出目前之核心競爭力。在此之

前，圖書館所應該擁有之核心能力應該要先討

論出來，並使之生根，最好能列入年度施政計

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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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謝寶煖副教授，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

所謂「行動研究」，就是透過實務工作來

發想問題，運用各種研究方法，將「建議」改

為實際的解決方法，並且評估實作結果是否能

夠真正解決實際的問題。簡言之，行動研究就

是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的結合，也就是研究與

行動的結合。至於圖書館行動研究，則是以圖

書館館員為主導所進行之研究，是在圖書館現

場針對實際情境發生之問題所進行之研究，因

此行動研究之結果自然最適合即時應用，實際

解決問題。行動研究的實施步驟包括： 情境

分析； 規劃； 資料收集； 產生可行方

案； 付諸行動； 評估； 界定學習面向。

這七個階段係以螺旋方式不斷進行，直到達成

改善目標為止。

圖書館工作經常會面臨形形色色的問題，

謝教授在課堂中提到，遇到問題時，我們可

以問自己：「同樣一個問題，別人會如何解

決？」謝教授提醒館員，我們可以試著用別人

的想法與立場來思考，而非僅只侷限在自己的

方法。就如同《老農夫的驢子》這個故事，面

對困境時，只要想法改變，做法就會隨之轉

變。與其將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不如積極尋

找自救之道。在服務讀者時，我們應該跳脫慣

有的思考模式，不要一開始就用「拒絕」的方

式來回應讀者的需求，要先試過各種可能方案

之後，才能了解是否可行。如果真的不行，再

向讀者說明理由，相信應該可以得到讀者的認

同與諒解。瑞典圖書館曾經提供「借人」服

務，他們將 9個不同背景的人鍵入館藏目錄，
讀者只要支付少許費用，即可與其交談 45 分
鐘，這也是一種創新的服務方式。

九、績效管理

／簡茂椿董事長，世曜國際品質專業顧問公司

所謂「下工程」（Next Process or After
Processes）就是指「顧客」，應該包括以下兩
種類型： 你的行為會影響的人； 對你的行

為結果有所期待的人。21世紀的績效管理就是
全面品質管理，品質就是顧客的滿意，其特徵

如下： 完成式：一次就要成功； Q（t）：
品質與顧客滿意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因此必

須比顧客早一步準備好； Q ＝ Ciqi：品質
是由很多小細節累積起來的。管理就是達成目

標的一連串行動，而績效管理就是達成績效目

標的一連串行動。

在談論績效時，有兩件事情必須要考慮，

首先就是事情是否做對，再來就是花費多少成

本。另外，「共同語言」也非常重要，績效管

理中的「績效指標」也要使用共同語言，上、

下屬之間才能夠清楚溝通。「結果績效指標」

是衡量任務有否達成的工具，應具備以下四項

要件： 儘量少於 10 個字； 定性反映績效

內容； 定量的表示； 避免用數字。若要清

楚定義組織的結果績效指標，就必須先釐清組

織的任務。

十、圖書館的創意行銷與創新行動

／曾淑賢館長，臺北市立圖書館

藍海策略的核心價值中提到，企業應該努

力設法開創沒有競爭的新市場，開創以顧客為

中心的創新價值。臺北市立圖書館所推出的

「智慧圖書館」就符合這樣的概念，設法創造

顧客的需求，並設置於捷運站與大賣場。在進

行創新之餘，也不需額外增加太多的預算，因

為智慧圖書館乃是尋求社會資源，無償提供使

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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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進行「創新」，主要是為了吸引顧客

上門，如此就有促銷商品之機會。但必須特別

注意，創新應該要符合本身之功能。7-11、誠
品書店、星巴克都是很好的範例，這些企業都

能夠適時創造新的產品，從而創造新的客戶。

為了使學員了解圖書館之行銷方式，曾館長也

以臺北市立圖書館為例，詳細說明如何進行圖

書館行銷之規劃設計。

參、研習心得

參加本次研習，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講師背

景的不同。為了讓學員能夠更貼近管理實務，

主辦單位聘請許多企管公司的總經理或董事長

親自授課，搭配圖書館界教授的專業課程，立

刻就讓筆者感受到本次研習課程相當強調的

「創造差異化」。其實，不論是管理界或是圖

書館界的老師，所講授之內容都有值得吸收之

處，能有機會接觸不同領域的老師，是相當不

錯的設計。

本次的研習課程，主題雖然定名為「圖書

館卓越品質管理」，但由於授課老師大多在企

業界服務，所以上課內容比較偏重於管理概念

之啟發。透過老師的引領，可以讓我們了解企

業在談管理時有何要求，進而思考圖書館是否

能夠借用這樣的模式來提昇專業服務之品質與

內涵。在上課過程中，老師不斷拋出問題來讓

學員省思，希望透過學員自己的理解，將管理

的概念融入圖書館的專業服務中。

以「危機意識」為例，人們通常都不喜歡

面對危機。但根據研究，同樣的動物，如果生

活在危機當中，卻反而會活得更久。這就是我

們常說的，危機就是轉機，因為危險的另一面

就是機會。組織也是如此，如果缺乏競爭與比

較，就不會有進步的動力。這也就是「相對進

步」的概念，以圖書館而言，我們的競爭對象

並非只有其他圖書館。面對混沌不明的網際網

路大未來，圖書館能否洞悉網路搜尋引擎業者

有何構思？資訊服務業者將會推出什麼新的加

值服務？傳統出版社是否會加快線上出版的速

度？透過以上的推演與反省，才能喚醒圖書館

的危機意識，找出自己的價值何在，藉此擬定

不同策略，與競爭對手進行合縱與連橫。圖書

館通常都被歸類為教育機構，我們都知道教育

是百年大計，所以圖書館在規劃相關政策時，

應該避免短視近利，要從長遠發展來考量。套

用企業界的前瞻模式，甚至應該預先看到 10至
30年以後的發展。

在眾多的概念中，「服務價值」的想法也

很適合圖書館從讀者的立場來進行思考。依此

概念而言，圖書館不應該一直強調自己有何功

能，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服務，而必須先去分析

讀者特性，找出他們的真正需求，如此才不會

與讀者的需求脫節。其實圖書館也一直在強調

讀者導向的服務，但在設計服務項目時，卻又

經常陷入既有的迷思，限制了許多發展的可能

性。例如，圖書館一向要求安靜，因此在舉辦

活動時，都會儘量避免影響讀者。不過，依據

本館每星期五舉辦午間音樂會的經驗，只要時

間、音量控制得宜，悠揚的旋律並不會對讀者

的閱讀造成太大的干擾。這就是創新，要跳脫

自我設限的框架，但也同時要注意讀者的意

見。

另外，依筆者的觀察，讀者抱怨經常來自

於圖書館館員獲得授權不足，以致於無法發揮

靈活的應變能力，遇到事情只能以「長官交

待，必須……」或「按照規定，不能……」的

對話來處理。事實上，依法行政當然沒錯，但

館員在第一線從事讀者服務工作時，其所代表

的就是圖書館，因此必須懂得變通，不能因為

墨守成規而使圖書館失去人性化，應該依照現

專．題．報．導



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通訊 73期

場情境做最彈性之處理。據此而言，圖書館除

了必須適度進行授權之外，也應該在館員培訓

過程中加強館員的溝通能力、應對能力以及解

決問題的能力。

整體而言，參加本次研習班最重要的收穫

並不在於學習到許多的管理技巧，而在於管理

觀念的萌芽與啟發。例如，便利商店的人力相

當有限，因此，工廠送貨時並不需要與店員現

場點貨，而是直接運送至倉庫，事後若發現有

短缺，工廠也允諾無條件補送。其所依賴的就

是彼此信賴的原則，藉此減少人力與時間的浪

費。同樣的，在圖書館工作中，也存在著許許

多多的繁文縟節，這些繁瑣的流程真的必要

嗎？是否可以適度予以簡化？這都是可以思索

的地方。

此外，筆者也體認到，並非只有主管才需

要具備管理知能，基層館員也可以運用管理的

概念來提昇自己的服務績效與自我價值，進而

達到自主管理的境界。事實上，「管理」並不

是用來控制員工的工具，相反的，它是協助個

人乃至組織提昇核心競爭力的輔助方式。如果

設計得宜，將更能凝聚員工的向心力。因此，

管理並不等同於上下階級之間的對立。對於組

織而言，管理是無所不在的，但必須真正了解

它，並且運用正確的方法，才能獲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圖書館亦然，透過管理的機制，將可

幫助圖書館的專業服務發揮更佳的效率。如果

能夠全員參與，整個圖書館的制度與文化就會

出現較為深刻的改變，無懼於其他因素的變

動，這也就是管理的價值所在。

（本文作者為本館期刊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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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國家圖書館於 95年
8月 14日至 16日舉辦「資訊組織進階班-編目
規範研討」，課程包括編目規範的現況與發

展、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名稱權威、中文主

題詞表、書目記錄功能要件（FRBR）、不可
不知的編目趨勢：RDA，此六項課程涵蓋國內
各種編目規範的發展及國外目前最新的編目趨

勢，值得深入研究及探討。

貳、課程內容簡述

一、編目規範的現況與發展

圖書館法、圖書館營運基準與技術規範

1.圖書館法於民國 90年 1月 17日頒布。
2.圖書館營運基準自民國 91 年 10 月 28 日
至 93年 11月 1日計有公共圖書館設立及
營運基準等七項完成頒布。

3.圖書資訊技術規範，長久以來已有並完成
修訂的有三項：中文圖書分類表、中文主

題詞表、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

圖書館標準與圖書資訊技術規範

圖書館標準含我國之圖書館營運基準與圖書

資訊相關技術規範之上層指導綱領或指導型

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

美國的美國圖書館學會及我國的中華民國圖

書館學會皆為研訂圖書資訊相關標準的組

織。

編目規範的現況與發展

1.國外：AACR2、DDC、LCSH、MARC21、
DC、RDA（取代 AACR3）

2.國內：中國編目規則、中國機讀編目格
式、中文主題詞表、中文圖書分類表

結論

圖書館法乃基本大法，圖書館據之而研訂各

類型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與圖書館業務相

關技術規範，我國圖書館學會已接受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委託研訂多項圖書館相關國家標

準，故我國圖書資訊業務之各項技術規範亦

能與世界各國圖書資訊業務接軌，與世界資

訊合作大環境分享成果。

二、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CCR3）

CCR3
1.簡史
中國編目規則（民 72）
中國編目規則修訂版（民 84）
中國編目規則修訂二版（民 89）
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民 94）

2.修訂目的
簡化、更新、更加明確。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九十五年資訊組織進階班

—編目規範研討研習報告

范敏昭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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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改變
第 3章連續性資源，包含連續性出版品及
整合性資源。

CCR3的未來
1.數位時代編目概念的新趨勢是從載體轉向
內容、多重資料格式、FRBR/FRAR/FRSAR

的發展。

2.國際書目控制與合作編目是不變的趨勢。
3.我國編目規則名稱與實質的蛻變。

三、名稱權威

權威控制的基本概念

1.了解權威記錄、權威工作、權威檔、線上
／自動化權威控制之名詞定義。

2.目的：標目一致性、增加檢索途徑、發揮
目錄的效能、提高編目工作效率、避免建

立重覆的記錄。

3.功能：集合性、一致性、關聯性、註記
性。

4.工作內容：建立及更新權威記錄、權威檔
之建立與維護、書目資料庫之線上權威控

制。

權威檔的種類

名稱權威檔、主題權威檔、集叢權威檔。

權威檔的基本結構

1.權威記錄標目依性質分為完備型、備忘
型、暫定型、預建型。

2.權威記錄標目依功能分為權威標目、參照
標目、說明參照標目。

權威檔之建立與維護

訂定權威控制政策、權威記錄建立的程序、

權威檔和書目檔的連結方式、線上權威控

制。

編目規範與名稱權威控制

中國編目規則（修訂二版及第三版）乙編標

目、AACR2R、AACR3或 RDA、FRBR 等
規範皆和權威控制有關。

名稱權威控制

名稱權威控制記錄種類有個人名稱、團體名

稱、會議名稱、地理名稱、劃一題名。

結語

西方之合作計畫成果已可全球共享，兩岸四

地圖書館以分建共享合作計畫模式完成多種

權威檔可在一個介面上提供檢索與下載的功

能，因此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繼續修訂計畫

更是刻不容緩。

四、中文主題詞表

主題檢索：從標題表到主題詞表

標題表是前組合檢索的概念，主題詞表則是

後組合檢索的概念，即由檢索者在檢索時進

行主題詞組配，使檢索結果更精確。

簡史

民國 87 年國圖鑑於＜中文圖書標題表＞詞
目不符使用，成立中文標題表建置委員會，

於民國 88 年 10 月組成小組召開第一次大
會，會中確立編訂原則、詞表架構、收詞原

則與方式、委員分工方式等。民國 89 年由
教育類詞目選詞開端。

目的

所立條目採文獻保證原則，考量國內文獻出

版情況及多寡為立目標準。為自然語言與系

統語言之間的媒介，人與機器系統聯繫的工

具，是圖書資訊機構標引、儲存、檢索文獻

之用，反映文獻內容主題，並經規範化處理

的詞語所組成的詞典，是文獻著錄中主題標

引和進行主題檢索的詞語控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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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書目記錄功能要件（FRBR-Fun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簡史

1990年國際圖書館聯盟國際書目控制及國際
機讀目錄計劃與書目控制部舉辦斯德哥爾摩

書目記錄研討會；1992年成立書目記錄功能
要件研究小組；1996年 6月完成初稿；1997

年 2月通過最終報告。
研究目的

1.提供一定義清楚且結構明確的架構，將書
目記錄的各項資料與使用者的需求聯繫起

來。

2.推薦一國家書目記錄應具有的基本功能。

3.推薦一國家書目記錄應具有的基本書目資

料要件。

書目記錄的功能

查尋、辨認、發現、選擇、獲取。

現行圖書目錄的問題

自動化圖書目錄系統展現的檢索結果是清單

式的排列方式，失去卡片式目錄導卡功能，

且現行編目規則無法因應新的資料型態，圖

書館經濟上的壓力不斷增加。

FRBR針對現行圖書目錄的缺失，借用實體
關係分析方法，依實體、關係、實體屬性、

使用者所需建立一理論基礎，幫助讀者組織

資訊且利用機器和書目做結合，例如 RDA

即運用 FRBR的概念來發展。

六、資 源 描 述 與 取 得（RDA-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評估 AACR2
AACR2 已有將近三十年的歷史，且編目規

則的原始設計較適用於卡片目錄的環境，一

些有問題的規則（如 GMD 把內容和形式混
在一起）須重新編寫以反映今日的需要，並

使不同類型資源的規則使用一致，規則的修

訂所牽涉到的人力及時間已不符合經濟效

益。

檢視大環境

科技已進入數位化環境，新的編目標準若與

現有的書目記錄結合可簡化編目過程以節省

時間，且應考慮與其他資料著錄格式的相容

性及適用性，並可將範圍擴充到圖書館以外

的機構，如博物館、出版者等。此外為配合

「英美編目規則原則委員會」的未來編目發

展計畫，必須重建新的編目標準。

RDA：以 AACR2 為基礎，取代現行的
AACR2，為一新的編目規則，正在編纂中
（pt.A初稿已完成），預定 2008年出版。
1.內容計畫
具彈性的內容描述標準，可用來形容不同

類型及不同媒體的資源，可適用於任何資

料格式（即並不專為MARC而編創），書
目記錄適用於數位化環境，使用範圍超越

圖書館，且為國際通用，不限英美國家。

2.內容結構
兩個主要部分（Part A, Description; Part B,
Access point control）、附錄（Appendices）、
語彙辭典（Glossary）、索引（Index）。

3. RDA與 AACR2之異同
相似處：指示資源描述及檢索點的選擇

與形式的規則、有關參考款目的原則。

不同處：

I. RDA 將 ISBD 標點符號與公用目錄
顯示規定列入「選項」，各機構可

自行選擇及設計其公用顯示格式。

II. RDA對資料類型標示（GMD）提供
更完善的清單與使用規則，同時注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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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資源內容與載體的類型與形式。

III. RDA將以 FRBR使用者工作做為章
節排列的準則。

IV. 主要款目的觀念不適用線上目錄，
RDA 用「主要檢索點」取代主要款
目。

V. RDA 不再以資源類型分章，而儘量
用一致性的原則通用各類型資料，

與資源類型有關的特別規則將列在

通用規則下，有助編目員查詢。

VI. RDA 將連續性資料（continuing
resources）改為連續發行的資源
（resources issued in successive parts）。

4.從 AACR3到 RDA
2004年仍是 AACR3，但主導新的編目規
則的聯合指導委員會針對各界對 AACR3,
part I 初稿的評論達成共識，於 2005年 4

月正式決定用 RDA取代 AACR3。
5. RDA與中文編目

中國編目規則：根據 ISBD，參考AACR2

而研訂，同時參酌中文資料的特性，具

國際觀，且加入中文出版品範例，符合

實際需要，持續修訂，與 AACR2新版
配合。

中文編目的範圍：中文編目資源共享範

圍仍然狹隘，應思考擴張的可能性及時

效性，並降低成本，視國際編目環境為

一單一環境，享受權利的同時也要盡義

務，與香港、中國大陸合作。

對未來中文編目的期許：

I. 技術層面：中文編目規則及編目格
式一致，建立單一權威檔，轉錄編

目增加，原始編目減少，書目記錄

共享，積極參與國際合作。

II. 讀者層面：檢索的書目描述具一致

性且清楚易懂，並有國際觀與前瞻

性，使其他地區使用者也同時受

惠，除合作外，別無選擇。

III.迎接RDA應做的準備：熟悉並了解
FRBR名詞與FRBR語言，培養訓練
人員，密切注意RDA的動向，思考
如何讓新舊書目記錄相容。

（本文作者為本館採編組組員）

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九十五年資訊組織進階

班：編目規範研討研習手冊》

國家圖書館編目組編輯，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出版民 95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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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網際網路對圖書館參考服務的衝擊近年來

隨著電子形式的參考資源不斷地增加，如光碟

資料庫、線上資料庫及目前最盛行的網際網路

（Internet）參考資源等，使得參考服務的方
式、參考館員的角色、使用者的需求與取得資

訊的方式等皆不同於以往，其中尤以網際網路

對圖書館參考服務所造成的影響與衝擊最大

（涂曉晴，民 86，頁 123）。網際網路的發展
改變了使用者使用資訊的方式與態度，也產生

新的需求。有些使用者期望所需要的資訊皆可

以自網際網路中取得，並且希望館員為他們檢

索或協助他們檢索，相對地，有些使用者已不

再依賴館員。無論使用者的資訊尋求行為產生

何種轉變，圖書館蒐集、組織整理及保存資料

的最終目的，即是提供給使用者做最佳的利

用，因此，圖書館皆應研究網際網路使用者與

非使用者對圖書館的態度與需求，以便做適當

的因應。如何充份應用網際網路及研究使用者

的資訊尋求行為，充份掌握個別使用者的資訊

需求，重新設計新的參考資訊服務模式，提供

適切的資訊服務，實為圖書館及圖書館員是否

能繼續在此資訊洪流中生存不被淹沒的重要關

鍵。（李碧鳳，民 87，頁 30）在上述的挑戰
與衝擊之下，圖書館的參考服務究竟如何因

應？網際網路時代的圖書館參考服務包括那

些？代表讀者的虛擬社群有何涵義？圖書館如

何針對虛擬社群提供參考服務？而網際網路時

代的圖書館參考服務的發展趨勢未來如何？本

文即就上述問題一一加以探究。

貳、網際網路時代的圖書館參考服務

一、網際網路參考服務的意義、使命與效

益

意義

美國圖書館協會術語名詞字典：圖書館參考

工作是直接地輔導讀者資訊及利用圖書館資

源，以從事研究工作的一項任務。拉德那

（Shaaryn J. Landner）與提爾門（Hope N.
Tillman）：在資訊網路時代，參考服務的定
義即是對讀者的需求提供任何型態的資訊

（陳雪華，民 84，頁 118）。參考館員應充
份運用網路資源以提昇其服務的品質。

James Rettig主張：「參考服務在理論上可詮
釋為人際溝通之過程，其目的在直接自適當

的資料中提取所需要的資訊予資訊搜求者，

或間接地 提供其適當的資料來源； 教導

其如何由資料來源中尋找所需資訊。」（王

振鵠，民 73，頁 1）個人按 James Rettig 主
張，試擬一網際網路的參考服務的定義如

下：「參考服務是一種服務過程，藉著網際

網路的媒介，館員透過與讀者的溝通，直接

及間接提供讀者適當的資訊，並教導讀者如

何尋找適當的資訊。」

圖書館參考服務與虛擬社群的經營（上）

胡志根

專 題 報 導



1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通訊 73期

使命與效益

張鼎鍾（民 79，頁 26-27）指出參考服務不
僅涉及館員對館藏和圖書資料的深入了解，

應重視「人」的心理認知的問題，也要掌握

如何善用科學技術及設備，以發揮最高的參

考服務效能，以期達到把適當的資訊在適當

的時間內提供給需要此資訊的人們之目的及"
User Friendly"便利讀者的最高境界。資訊時
代的參考服務的使命趨向及效益如下：

1.使命趨向：
便利化：不分晝夜，無參考人員當班時

仍可隨時服務。

個人化：依個人特別需求而提供服務。

專題化：按專門學科收集並提供資訊或

資料。

普及化：期冀各類讀者都可以得到服

務，做到服務到家的地步。

多元化：用各種媒介及資料類型來滿足

讀者需求。

新穎化：所提供的資訊可以是由最新到

最近出版或整理出來的。

效率化：以最快的速度提供最有效的資

訊與服務。

2.效益：以館員及讀者的立場來說明：
館員之效益有以下幾點：

便於製作索引、工具書及建立各型資料

庫。

便 於 製 作 電 子 公 告 欄（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將館內資訊或引導性
資訊，隨時由電子公告欄顯示出來。

協助專題選粹及 Current Awareness（新
知通告）之編製及傳遞。

協助提供數據作為評鑑之依據，以建立

評鑑與淘汰制度。

便於進行館際合作業務。

對讀者效益：

讀者可在自己的終端機隨時查檢資料目

錄。

可利用電子卡系系統建立自己專用的資

料庫。

可與圖書館連線通訊，向圖書館預約資

料及進行館際互借。

上述的效益，張鼎鍾認為可以簡化為

「廣、精、速、準、新、簡」六點，使參考服

務超越時、空的限制，將圖書館拓展到無牆的

地步。

張鼎鍾的使命趨向及效益，可以簡化為

「廣、精、速、準、新、簡」六點。張鼎鍾對

何謂「廣、精、速、準、新、簡」，並無詳細

解釋，讀者若從「使命趨向」來看，便一目了

然。例如「廣」就是多元化；「精」就是專題

化；「速」就是效率化；「準」就是個人化；

「新」就是新穎化。所謂「簡」就是「便於製

作索引、工具書及建立各型資料庫」、「便於

製作電子公告欄（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將館內資訊或引導性資訊隨時由電子公告欄顯

示出來」、「便於進行館際合作業務」，以及

「讀者可在自己的終端機隨時查檢資料目錄」

等。

二、網際網路參考服務的範圍及網際網路

對傳統圖書館參考服務的影響

網際網路參考服務的範圍

網際網路參考服務的範圍依上述網際網路的

參考服務的定義，可分為下列四個方面：

1.館員與讀者的溝通：
李碧鳳指出圖書館可應用電子郵件進行參

考晤談。（李碧鳳，民 86）讀者透過電子
郵件，向參考館員諮詢各種問題、意見表

達、薦購書刊資料或提出館際複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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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預約及續借等要求；而參考館員則透

過電子郵件提供各式電子式的參考服務給

讀者。（李碧鳳，民 86，頁 41）並認為
從參考館員與讀者間的互動來看，參考過

程可概分為三步驟： 參考晤談； 緊隨

的互動即指當需求產生時人的互動關係；

最後結果的傳送。（李碧鳳，民 86，頁
42）涂曉晴表示有效的電子郵件參考晤談
包含三項步驟： 使用者描述問題； 協

商後由參考館員概述問題； 再由使用者

確認。（涂曉晴，民 86）
2.直接提供讀者適當的資訊（指館員對讀者
提供直接的協助）：

（涂曉晴，民 86，頁 37-41）
答覆參考問題：

參考館員已開始利用網際網路的電子論

壇、電子郵件和全球資訊網等服務協助

解決參考問題，或得知新的參考資料來

源。目前已有許多圖書館設立電子郵件

帳號專門接受與回答讀者所提出的參考

問題。

資訊檢索：

利用網路資源指南與檢索工具，例如

Yahoo、Lycos、AltaVista、WAIS Archie

等檢索這些電子形式的資訊，以電子郵

件或檔案傳輸的方式來取得全文資料，

或利用 Gopher 系統與全球資訊網提供
的電子資訊資源取得與查詢服務，建立

電子化的參考館藏或編製主題書目供讀

者使用。圖書館也可將館內的光碟網路

系統或其他參考資料庫與校園網路學術

網路結合，提供全年無休的資訊檢索服

務。

3.間接提供讀者適當的資訊（指對相關工具

的準備）：

建立參考館藏：

館員必須先確認有用的網際網路參考資

源，選擇適當的資料，建立豐富的館

藏。在採訪工作方面，參考館員可利用

美國科羅拉多州研究圖書館聯盟 CARL

系統所提供的（Choice）書評作為選書
的參考或者是利用 H.Wi1son 公司提供
的（Rettig on Reference）（URL : http://
www.hwilson.com/retintro.html），查看
每個月新出版的參考工具書之評論，甚

至是網際網路參考資源。此外，也可利

用電子郵件將採購訊息傳遞給書商，加

速參考資料的採購程序。

專題選粹服務：

專題選粹服務係主動為研究人員提供有

關資料的服務，參考館員可利用專題選

粹服務係主動為研究人員提供有關資料

的服務，參考館員可利用網際網路資源

搜尋系統或期刊目次查詢系統為個別使

用者找尋所需的資訊，提供期刊目次、

電子期刊與圖書等資料，再利用電子郵

件主動將這些最新資訊及時地傳送給使

用者。

圖書館導覽系統：

圖書館可拍攝或製作相關的動態影片，

利用全球資訊網建立圖書館導覽系統，

在網路上提供生動、活潑的圖書館導覽

或參觀服務。使用者只要透過網路連

線，彷如親臨圖書館，而不需奔波於各

館之間。

館際互借申請和電子文件傳遞：

利用網際網路中電子郵件與帳號管理等

功能，再搭配電子文件資料交換（EDI）
技術，讓讀者於查詢館藏目錄或期刊目

次以及各類全文資料庫的檢索服務後，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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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透過電子郵件訂購原文或申請複

印，可免去傳統館際合作中許多繁瑣的

程序；同時也能解決部份圖書館經費與

空間不足的窘境。

4.教導讀者如何尋找適當的資訊（即為圖書
館利用教育）：

將圖書館手冊、讀者通訊、館訊、各種資

料庫的檢索手冊、利用教育方面的資料或

講義等印刷式資料轉換成數位形式，置於

圖書館的Gopher系統或全球資訊網首頁，
利用它們作為教學的輔助工具。圖書館利

用指導的內容的練習或測驗，利用電子郵

件寄送給讀者。圖書館可利用全球資訊網

提供互動式的教學課程或播放自製的視聽

教學媒體，教導讀者如何找尋資訊、檢索

資料或查詢線上公用目錄、使用網際網路

與其資源、選擇與評估資訊以及使用資訊

等。

網際網路對圖書館參考服務的影響

李碧鳳指出坦諾爾（Carol Tenopir）和奴芬
（Ralf Neufang）於 1994年調查研究圖書館
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簡稱ARL）的學術會員圖書館，以瞭解提供
電子參考服務的類型、及如何影響參考館員

的工作和使用者的訓練（李碧鳳，民 88，頁
31）。並根據回覆問卷，將電子參考服務影
響歸為五大類：

1.電子參考服務項目間的影響（Interplay of
options）
當圖書館增加新的服務項目，很少會將舊

的服務項目停止。例如光碟和磁帶資料庫

檢索，先取代中介者線上檢索；接著使用

者自行檢索資料庫，取代光碟和磁帶資料

庫檢索；紙本與電子資源相較，圖書館使

用者較偏好電子資源。不過因為沒有一個

媒體能滿足使用者之所有需求，促使所有

的資訊科技媒體，將同時存在於現今複雜

的資訊環境，無形中增加參考館員的工作

量。

2.利用指導的職責或方法的改變（Changes
in instruction duties or methods）
轉變後的利用指導方式包括分組式利用指

導、一對一利用指導、合作小組教學。分

組式利用指導又分依主題、依技術（例如

Gopher、Telnet）和依資源三種；合作小
組教學則多半和計算中心人員共同合作。

雖然網際網路使用者大量依賴遠端檢索，

大部份圖書館員表示他們需花更多時間在

利用指導。

3.對圖書館員工作量和任務影響（Impact on
the workload and tasks of library staff）
許多圖書館反應參考館員工作複雜度提

高，無形中增加工作量。包括利用指導職

責；對軟體、通訊和硬體的基本常識和關

注；學習多種不同光碟資料庫產品的檢索

界面；學習網際網路（Internet）並將之整
合到參考服務；回覆透過各種管道諮詢的

問題；對個人電腦硬體某種程度的瞭解；

光碟片的更新；蒐集過濾網路資源並提供

使用；發展電子資訊服務，例如電子期

刊、光碟網路；花更多的時間在館藏發展

職責；花費更多時間學習新科技等等。

4.圖書館員和顧客的態度改變（Changes in
attitudes of library staff and patrons）
圖書館使用者的態度隨著時間而有所改

變，使用者尋求便利的、每天 24 小時可
於任何地方持續性的檢索服務，對圖書館

的期盼提高；相對地也改變參考館員服務

顧客的方式，改變參考館員服務的態度。

5.服務的整合（Integration of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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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趨勢的衝突，大學圖書館須將網際網

路和傳統參考功能加以整合，許多圖書館

的目標便是將二者完整的整合。在美國和

加拿大的大部份學術研究圖書館，已完整

的將電子參考服務整合於其參考工作，如

電子資源亦日益變成參考服務的一部分，

電腦工作站取代卡片目錄和紙本索引等。

網際網路參考服務的效益與問題

1.效益：
由於透過網際網路可容易地獲取館藏沒有

的資料，擴展圖書館現有資源，提供讀者

更多新穎的資訊，彌補現有參考館藏之不

足，而且亦可改善館員與館員以及館員與

讀者間的溝通，更可提供讀者方便的廿四

小時服務，由此可見，網際網路的應用，

使圖書館參考服務受益匪淺（涂曉晴，民

86）。網際網路參考資源的效益如下（李

碧鳳，民 88）： 提供超越時空的資訊服

務； 協助選擇與建立參考館藏； 彌補

參考館藏之不足； 協助資訊資源的蒐集

與使用； 增加館藏資源的使用率； 專

題選粹服務； 拓展合作與溝通的管道並

提昇參考館員的專業素養。

2.問題與困難：
Louis B. Rosenfeld即指出找尋網際網路資
源常會遭遇下列問題（涂曉晴，民 87）
網路資源的分佈廣泛而零散，難以選擇、

控制與評估； 各種網路資源搜尋系統有

所差異，不易學習和整理； 品質問題；

服務對象廣大且不易確定； 競爭對手

眾多； 缺乏時間探究網際網路資源；

行政和政策上的問題。

（本文作者為本館典閱組編審）

～下期待續～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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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RSS」訂閱服務

本館新近於圖書館網頁推出RSS訂閱服務
包含的項目有：最新消息與公告、新書通報、

線上資料庫消息報導、新進與試用電子資源、

以及藝文展演活動等，您可選擇有興趣的項目

訂閱RSS服務。RSS訂閱說明請逕至下列網頁
參考：http://www.lib.ntnu.edu.tw/libweb/rss/how
_to_rss.htm

二、校園網域外使用 CONCERT資

料庫密碼八月起請重新申請

目前本校加入CONCERT引進之資料庫系
統，連線皆採管控 IP方式，限校園網域內（IP
140.122.*.*）使用，在校園以外地方您可透
過校外連線服務，以區域網路、電話撥接、

ADSL或 CableModem等網路連線方式設定代
理伺服器與本校電子郵件帳號密碼認證，檢索

原先限本校校園網域內使用之電子資源。另外

EBSCOhost、Grolier Online、OCLC FirstSearch、
SDOS、ProQuest 等資料庫同意提供本校教職
員生以輸入帳號、密碼方式於校園網域外檢索

（可不用透過校外連線服務），所需密碼除

Grolier Online可連上本館網站該西文資料庫，
申請一正式使用之密碼外（效期至離校或本校

停訂為止），其他 4個資料庫之密碼，則請利
用線上申請資料庫密碼服務，註明所需資料庫

之名稱並填覆您的個人基本資料提出申請，待

本館確認身分後即核發密碼。

今年 7月底前核發之密碼有效期已屆滿，
8 月起需重新申請。在此提醒，由圖書館核發
之帳號及密碼，限本人使用，請自負保密之責

並請遵守電子期刊與資料庫使用須知。有關密

碼申請之疑問，可電洽本館推廣組參考諮詢台

（TEL：23939740轉 202）。

三、大英圖書館文獻傳遞服務價格

調整

2006年 8月大英圖書館文獻傳遞服務價格
調整*複印計費郵寄（航空掛號）：不分頁數
每篇英磅 7.95元。（約台幣 504元，依匯率略
有變動）Ariel（急件）：不分頁數每篇英磅 16
元＋每本期刊版權費。（約台幣 1,014 元＋每
本期刊版權費，依匯率略有變動，[版權費 ]可
至大英圖書館線上公用目錄查詢）。圖書借閱

計費：每本英磅 15.5元（約台幣 982元，依匯
率略有變動），另加寄還之航空掛號費及收執

費。（或見網站「服務／文獻傳遞服務／費用

回覆時間」）

四、與中研院歐美所圖書館互換借

書證歡迎利用

為提供讀者更多元之館際互借服務，本館

自 95 年 8 月下旬起與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圖書館互換借書證，目前本館合作對象共計 29

個單位。歡迎全校師生善加利用。（或見網站

「服務／圖書流通服務／館際互借圖書--館際
借書服務」）

五、新增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 5種電子書

1. American Men and Women of Science. Pamela
Kalte, Katherine Nemeh, and Noah Schust-
erbauer, Eds. 22 ed. Detroit: Thomson Gale,
2005. 8351 pp. 8 vols.

2. Encyclopedia of Business and Finance. Burton
S. Kaliski, Ed. New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1. 928 pp. 2 vols.

3. The Standards-Based Integrated Library: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for Aligning the

服 務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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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Program with the Classroom Curriculum.
Donna Miller, Ed. 2nd ed. Worthington, Ohio:
Linworth Books, 2004. 129 pp.
4. Web-Based Learning : A Practical Guide. Mary
Seamon and Eric Levitt, Eds. Worthington,
Ohio: Linworth Books, 2001. 207 pp.
5.World Education Encyclopedia. Rebecca
Marlow-Ferguson, Ed.2nd ed. Detroit: Gale,
2001. 1748 pp. 3 vols.

六、新增「JSTOR電子期刊」

新進"JSTOR Arts & Sciences I Collection"
電子期刊歡迎利用收錄以人文社會領域為主之

非裔美人研究、人類學、亞洲學、經濟學、生

態學、數學、哲學、政治學、教育學、財政、

歷史、文學、人口統計學、社會學、統計學等

15種學科之119種學術性期刊全文資料。http://
www.jstor.org/（使用前請先於 Individual User
logon page填入Username：flysheet1; Password:
jiricuca），（或請點選本館網站「電子資源／
電子期刊與資料庫／資料庫檢索」）

七、新增「超星數字圖書館（電子

書）」

超星數字圖書館內含 33 萬冊以上中國大
陸出版的中文圖書，主題豐富、掃描完整，是

現今最大的電子書數位圖書館，於 1997 年正
式上線運作，目前在全球己有 1,000 餘所學術
單位使用，中心網站每天閱讀人次高達千萬。

本館訂購圖書主題涵蓋歷史、地理、文學、自

然、社會科學、理化等領域。注意事項：使用

該系統，需安裝超星閱覽器，才能閱讀書本內

容，請參閱網站首頁的使用說明。（或請點選

網站「電子資源／電子期刊與資料庫／資料庫

檢索／超星數字圖書館／電子書／」）

八、新增「Wiley電子書」

本校訂購化學化工、資訊科學、通訊、電

子電機、生命科學、數學統計、物理天文等學

科領域 101冊電子書。（或請點選網站「電子
資源／電子期刊與資料庫／資料庫檢索／W／
電子書／」）

九、午間音樂饗宴

表演日期：95/9/29

表 演 者：吳紀禛（鋼琴）、謝宜璇（長笛）

表演節目：舞出活力。舞出熱情。

表演地點：總館

舞出熱情

舞出活力

服．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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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藝文展覽系列活動

．玩美藝事～新意象兒童美術畢業展：（2006/8/1-30）於理分館

玩美藝事 玩美藝事

．面面相趣三人聯展：陳俐陵、劉若瑜、葉彝丞：（2006/8/16-9/10）於總館

面面相趣三人聯展 面面相趣三人聯展

．PLAYDAYBYDAY玩上癮：魏志浩＋游適＋陳韻筑＋吳依慈四人聯展（2006/9/12-27）於總館

PLAY DAY BY DAY 玩上癮 PLAY DAY BY DAY 玩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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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蕙吳佳燕“交集”聯展：（2006/9/25-10/15）於理分館

交集 交集

．詩情話意—臺師大 95年教師節特展：（2006/9/28-10/4）於總館

詩情話意—臺師大 95 年教師節特展 詩情話意—臺師大 95年教師節特展

．楊佳榕油畫個展：（2006/9/29-10/15）於總館

楊佳榕油畫個展 楊佳榕油畫個展

服．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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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小檔案

本校與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兩校整合自本

（95）年 3 月 22 日起生效，林口校區業於本
（95）年 4 月 22 日舉行揭幕典禮，以下為林
口校區圖書分館人員簡介，竭誠歡迎新成員的

加入。

林口分館主任

蔡金燕主任

學歷：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圖書博物組、輔仁

大學圖書館學系

自述：民國八十年考上高考，九十年調來僑

大，九十五年與師大合併，我從僑大圖

書館主任轉為師大林口校區分館主任。

整併過程辛苦，僑大圖書館要從一專科

學校圖書館轉型為大學圖書館之分館，

很不容易，感謝張館長與各位同仁夥伴

的協助，包括經費上及技術上，當然，

精神上的支持也令我們相當感恩！林口

●

是個好地方，臨山面海，空氣新鮮。林

口校區25公頃，校園廣大，環境優美。
林口分館位於校區中心，為正方形三層

樓設計，面積 1,380 餘坪。展望未來，
轉型成功，提供林口校區師生最佳的圖

書資訊服務。

林口分館技士

陳榮進技士

學歷：台科大電子系

自述：自考上公務員後即分發至僑大圖書館服

務，如今加入師大圖書館這個大家庭，

在此感謝曾經及未來提供協助的長官與

同仁，希望林口分館能早日與總館接

軌，繼續服務林口校區的師生。

林口分館契僱人員

方美雪小姐

學歷：台大圖資所、清大中文系

自述：本人於今年度自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

●

圖 書 館 花 絮

林口校區圖書分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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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畢業，並在八月份開始至林口分館

服務。本人大學就讀清華大學中國文學

系期間，曾於校內圖書館工讀而有機會

瞭解圖書館部分業務之運作，並因此引

發我朝圖書資訊領域深造與發展的意

願。很榮幸在學業暫告一段落後，能順

利進入師大圖書館服務，且正逢兩館合

併之際，期許個人能協助業務的順利推

展，並從中獲得寶貴之經驗與新知識。

林口分館契僱人員

鄭宏宣先生

學歷：輔大圖資所、輔大圖資系

自述：我畢業於輔大圖書資訊學系研究所，於

今年三月份教育服務替代役退役後，便

加入師大林口圖書分館。正逢兩館進行

合併作業，很高興自己在合併的過程

中，學習到經營與管理圖書館的方法，

讓我在實務中應證理論、並以理論為基

礎提升實務經驗。希望能將這些年的求

學與工作歷練，適度發揮，替圖書館盡

最大的努力。

舉行 95學年度第 1學期館務會議

本學年度（95）第 1學期館務會議於 95年
8月 30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正在總館八
樓會議室舉行，會中館長及各組主任口頭報告

上學期重要工作項目。自與僑大兩校整合後，

此為林口分館蔡金燕主任首次率同分館兩位同

仁一起參與館務會議，相信林口分館的同仁們

定能很快融入圖書館這個團隊。

●

95學年度第 1學期館務會議

恭喜本館採編組同仁陳雅琦小姐榮

登高考三級考試圖書資訊管理類科

陳雅琦小姐畢業於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系，自 91 年考上普考，分發至台北市立圖書
館服務，直到 93 年 6 月底轉調師大圖書館，
負責西文圖書及資料庫採購作業。今年（95

年）榮登高考三級圖書資訊管理類科第二名，

在此恭喜她並期待她在不久的將來，能再回到

師大一展長才。

圖．書．館．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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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問題答覆

問：圖書館裡好多人在用筆記型電腦，到處都

有，打鍵盤和點滑鼠的聲音好吵，能不能

有什麼改進的方法？

答：同學好，因目前使用筆記型電腦已成趨勢

亦為讀者權益，故明列於本館“入覽要

點”可攜帶物品規定內；因使用鍵盤滑鼠

而發出聲響在所難免無法禁絕，除非故意

發生顯著破壞館內環境寧靜情事，而由本

館館員處理制止；一般建議讀者在以不發

生衝突為前提之情況下對其委婉勸說，或

於各樓層另尋安靜處閱覽。在此鄭重呼

籲：攜帶使用筆記型電腦之讀者，於使用

鍵盤滑鼠時，敬請動作儘量放輕，務求發

出聲響降至最低，以尊重其他讀者閱覽權

益並維護館內環境寧靜。謝謝（典閱組）

問：您好：我在 95年 7月 13日向圖書館薦購
五本書（書籍一：Cage, John. Composition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Exact Change,
1993. 書籍二：Cage, John. I-VI.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0.書籍三：Cage, John.
X: Writings ''79-''82.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3. 書籍四：Cage, John. Empty
Words Writings ''73-''78. Wesleyan Univer-
sity Press, 1981. 書籍五：Cage, John. M:
Writings ''67-''72.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3.），查詢其狀態為採購中。因為寫論
文急需使用，而目前台灣各大圖書館又無

此藏書，盼請館方能在圖書購入後快些編

目處理，謝謝。另外，想了解薦購的書籍

大約多久後能編目完成？因為時間若較

久，考慮先自行購買。

答：ccmei 讀者好，一般西文圖書採購從下訂

到進書，所需時間一個月到三、四個月均

有可能，若遇國外缺書則將花費更久時

間。您所推薦的這些書已向代理商發訂

（館藏已可查到訂購狀態），但由於有些

書已出版一段時間，因此這些書何時可到

館，目前仍無法確定。若為個人寫作論文

所急需，建議可自行購買。待書到館後，

若您尚有需要，可提出優先處理申請，請

至總館或理分館出納台填寫「待編圖書資

料優先處理申請單」。有關「待編圖書資

料優先處理服務」說明，詳見網頁「服務

／其他服務／圖書急編服務」--（http://
www.lib.ntnu.edu.tw/libweb/service/brcs.
php）。本館於登編處理後，將會通知優
先到館借閱。（採編組）

問：想請問學校是否能增訂 EBSCO Sport
discuss（全文版，非體委會購置之摘要
版）運動資料庫呢？因為師大是全國少數

擁有院級「運動與休閒學院」之院校，在

這部份希望能獲得這樣的學術資源。

答：同學好，本校各系所均編列有設備費，供

購置圖書及設備，至於本館之購書經費，

則是由各系所撥出其設備費的百分之十供

本館購置共通性資料。至於資料庫之採

購，原則上若有師生推薦，且屬全校共

用，乃由本館視金額狀況採購；但若為少

數系所使用，則由系所自行採購，本館配

合辦理。您所推薦之 EBSCO Sport discuss

資料庫，建議您先向運休學院相關系所推

薦購置，本館可配合分擔部分經費辦理。

（採編組）

問：您好！我是 95 年 1 月自音樂所音樂教育
組畢業的同學。最近有學妹欲查詢我的碩

溝 通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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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論文，才發現論文尚未公開，印象中我

有授權公開，不知道是作業上的問題還是

我在授權書的填寫有疏失，可否幫我查詢

一下呢？感謝您！

答：嫻純校友好，經查您的碩士論文上傳時並

未填寫公開日期，但繳交的授權書有載明

於 2006年 2月 20日公開，已更新系統中
您的論文全文開放日期，可於校內外即時

查閱全文。（系統資訊組）

問：建議假日館員及工讀生有資料庫查詢的相

關知識。本人於星期六到校查詢，適逢電

腦儲存有些問題，問出入口工讀生，一問

三不知。問借書櫃檯館員，竟然直接把我

電腦重開機，由於電腦有復原功能，我儲

存的查詢資料全部不見，而館員在知道電

腦有自動復原的功能之下，還把電腦重開

機，實在讓我傻眼。可否建議圖書館對於

館員，工讀生進行相關的訓練。

答：Jill 讀者好，本館提供予讀者使用之電腦
均有重新開機後自動還原之機制，讀者如

需下載或儲存資料，宜存於個人可攜帶式

磁碟（如磁片或隨身碟），如儲存在電腦

硬碟，若遇當機須重新開機，資料將被還

原刪除，此為保護公用電腦安全之普遍做

法，請諒察。有關館員與工讀同學之電腦

操作素養事宜，本館將加強教育訓練，敬

謝指正與建議。（系統資訊組）

問：您好，我對於預約借書的部分也些無法接

受，煩請解答。1.所謂預約，應當是館內
無藏書，其他人歸還之後，有優先借出的

權利，這樣才是預約吧？怎麼會變成剝奪

原借書人權力，變為原借書人需要提前還

書呢？實在不合理。2.當他人預約書籍，

貴館希冀原借書人提前還書時，僅僅只有

用一封mail通知，使得沒收到mail，沒有
“提前”還書的讀者，須接受罰錢的懲

罰。這也極為不合理，就算是法院的傳

票，也得要是掛號確認對方有收到，而非

傳真過去，事後不理。今貴館的做法僅發

出一封mail，沒有要求回函，沒有另行通
知，就判定沒有提前還書的讀者每日 5元
的罰金，我感到極為不合理。所以沒有收

到mail的該死？還是mail server將其當作
廣告信擋掉刪除的人該死？3.請問貴館於
何處標示著要讀者隨時追蹤自己借出的圖

書？我覺得這項要求也不合理，不過還是

想請問在哪裡有標示這個條例。

答：同學好，所提問題答覆如下：1.現行預約
借書制度為本校圖書館委員會及行政會議

討論通過後，於民國 88 年 2 月 1 日起正
式實施。主要目的在於透過“預約催還”

制度規定，經由「本（他）人借書→他

（本）人預約→本（他）人縮短借期催

還→本（他）人如期還書→本（他）人預

約再借」機制循環運作，使圖書在讀者之

間產生良性互動，加速館藏圖書有效流

通，提高圖書使用效率，以因應讀者能儘

速借閱急需之圖書，避免發生圖書為少數

讀者長期借用以致影響多數讀者借閱權益

之問題，以期適時並充分達成“每位讀者

有其書，每冊書有其讀者”之館藏利用目

標。該制度已實施多年，因人人均有公平

機會之預約權利，對於急需用書之讀者最

具助益，讓本校師生員工能充分借用圖書

普遍受惠，以發揮公共財之價值效益。讀

者如均能配合預約借書制度之施行，促成

獲取公平圖書資訊權益機會之實現則可謂

良法美意。若適逢借期較長之讀者（如教

溝．通．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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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研究生）再予續借，則其他人需待何

時得以借書？因此所述待“其他人歸還之

後，有優先借出”預約方式之意見，由於

勢將影響多數讀者借閱權益造成不便，在

實務上窒礙難行，敬請理解。2.為配合預
約等相關制度，本館早於 88 年實施之初
即提供 e-mail遞送流通通知單服務，於新
生訓練、圖書館利用講習、以班級為單位

個別宣導預約制度及鼓勵同學多加利用，

並於本館網頁「個人化服務‧服務／流通

服務／借還書電子郵件通知及讀者資料更

改服務」（http://www.lib.ntnu.edu.tw/libweb
/service/bcs18.php）、「預約及催還」（http:
//www.lib.ntnu.edu.tw/libweb/service/bcs4.
php）詳加說明。總館一樓借還書櫃檯亦張
貼紙本書面說明，以上說明本館儘量利用

各種管道宣導相關制度，敬請參考配合。

如果仍有問題，歡迎親洽總館一樓諮詢檯

或電詢：02-23939740轉 111、112）。
（典閱組）

問：一直很想問一個問題，貴館新書到底如何

定義呢？一些書被列為新書，卻一直處於

編目中，不曉得貴館對於某些書的編目是

否有時間限制？再者，既然讓讀者借不

到，是不是該晚點在公告為新書，否則每

次查詢永遠都在編目中，不免讓人質疑效

率問題。至少，我想借的「人蟲大戰」、

「改變世界的植物」等書，從六月或七月

的新書通報以來，都處於編目中的狀態。

答：讀者好，本館“新書”的定義係指“新入

藏圖書”，亦即已處理好且已上架之圖

書，本館每月 5日前會將前一月份「新書
通報」置於網頁（http://www.lib.ntnu.edu.
tw/libweb/collection/newbook_report.php）

並提供讀者「RSS 訂閱服務」（http://
www.lib.ntnu.edu.tw/libweb/rss/newbooks.
htm）。經查所提出的兩本書均未列於 6、
7、8月之新書通報，但確已列入本館館藏
目錄。為便於查核複本，本館目前將擬

購、已購而未處理之圖書書目均先顯示在

網頁上，並在處理狀態上註明“編目處理

中”。您如急需借閱該兩本書，請至總館

或理分館出納台填寫「待編圖書資料優先

處理申請單」，本館處理後將以E-Mail儘
速通知前來借閱。（採編組）

問：圖書館已經擁有全面無線網路，但是卻只

有在學學生才可以使用，希望學校可以設

幾個臨時帳號，提供給臨時需要使用的

人。

答：校友好，有關本校無線網路之使用認證機

制，係由權責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統籌管

理。所述增設臨時帳號意見，請洽詢該中

心。（系統資訊組）

問：您好！由於自己是理學院的研究所學生，

常常需要使用圖書館的電子期刊資源。但

常常遇到需要參考的論文而學校並沒有購

買！請問我可有什麼管道建議圖書館購買

電子期刊呢？

答：同學好，所詢薦購電子期刊管道—1.經
由本館期刊組電子郵件 E-Mail（lib3@
deps.ntnu.edu.tw）；2. 本館網站「諮詢建
議與薦購圖書／薦購圖書」（http://140.
122.127.100/acquire*cht）；3.本館電子佈
告欄系統BBS（telnet 140.122.65.25或bbs.
ntnu.edu.tw→NTNU_LIB）。敬請參考，
歡迎利用。（期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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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書 選 介

R 420.4 703

辭海／趙錫如主編.--初版.--臺北縣中和市 :華立文化,

2005[民 94].-- 1冊 :圖表 ; 22公分.-ISBN 9867202015
（精裝）: NT$600

本辭典所收錄的單

字，共有一萬二千多

個：凡古體、本體、通

體、同 體、俗 體、訛

體、或體、簡體等異體

字，均一律收集。至於

所收的複詞，共近九萬

條；凡 各 級 學 校 國

（語）文課本所見的詞

語，數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藝術上的各

類詞語，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著、名言及文

物、政治制度，與世界上重要的國名、地名等

等，也均盡量收集編纂。

辭典的編排方式，先列單字，再列複詞。

按照「康熙字典」的分部為順序，予以分類。

各部首的單字，則依筆畫順序，先少後多排

列。每個複詞亦以字數多寡、先少後多為序，

編排在各部首單字之後。

辭典每一單字，均用： 注音符號、 漢

字直音（同音的異體字）、 國語羅馬字等三

種形式注音。假如一個單字有兩種以上的讀法

時，則用 、 ……等記號分別注明。每條詞

語，亦均加上注音符號，以便閱讀。當一條詞

語有二種以上的讀法時，也用 、 ……等記

號分別注明。

辭典就各單字字義在文法上的性質，分別

標明所屬的詞性；例如：名 、 代 、 動 、 形

、副、 介、連、 助、歎等；如果一詞兼

有兩品詞以上的詞性，則冠以名 動、形 副

……。以便讀者遣詞、造句之用。每個解釋之

後，則列舉一個詞彙為例說明，或注明其出

處，以助了解。每一詞語，若有二種以上的意

義，則用 、 、 ……等記號註明，以資明

瞭。為了方便讀者檢查單字，本辭典採用二種

檢字法： 部首檢字法、 注音符號檢字法。

R 993.02 448

青銅器論文索引. 1983-2001 ＝ Indexes of theses on
bronzes／張懋鎔, 張仲立編著.-- 初版.-- [香港] : 香港

明石文化國際, 2005[民 94]..-- 3冊 :圖 ; 26公分.-ISBN
9628579703（一套：精裝）: HK$2260

本索引是孫稚雛先

生編著的＜青銅器論文

索引＞的續編。與《孫

著》相異之處在於：1.

在概述一欄中，增加省

區考古工作和考古學文

獻目錄。2.在報導一欄
中，增加關於新疆、黑

龍江、貴州、西藏、港

台地區新發現青銅器的

研究文獻。3.《孫著》兼收陶文、盟書、簡
帛、刻石、玉器銘，本書則不予收錄，而加強

銅鏡、錢幣、璽印方面的資料收集。以先秦兩

漢青銅器為主，同時酌情收錄兩漢以後的銅器

資料。4. 在器銘考釋一欄中增加秦漢部分。5.

也盡可能地收錄港台和日本的相關資料。6.本
索引一般情況下不引用專著中可以獨立成篇的

論文。

本索引每個著錄條目標注：論文篇名；作

者；文獻來源；出版單位；出版時間；頁碼；

對篇名難以確定研究內容的著錄條目附註論文

研究主要內容的摘要。並在論文篇名索引之

後，另行附錄作者索引和文獻來源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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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

承辦 95 年度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暑期專

題研習課程，辦理「圖書館數位學習共享空間

規劃與實務」專題研習班，國內各資料單位報

名踴躍，參加學員約 90 人，圓滿成功。

八月四日

下午2:00前往林口校區，勘察聯合藏書樓

建地，本館張國恩館長、郭美蘭秘書、呂春嬌

組長、洪世昌組長，以及台灣大學圖書館項潔

館長、林光美副館長、鄭銘彰編審等會同林口

校區僑先部王主任等共同勘察可用地點。

八月二十三日

上午 11:40，本校姊妹校荷蘭萊頓大學校

長 Breimer 來訪，參觀本館。

八月二十四日

下午2:30，於本館八樓會議室，由郭校長

義雄主持「討論校史資料展示規劃事宜」，出

●

●

●

●

席人員包括陳副校長瓊花、陳處長麗桂、林主

秘安邦，本館張館長國恩暨郭秘書美蘭、張主

任秀琴、數媒中心代表等。

八月二十八日

上午 11:00，於文學院院長辦公室，討論

文學院圖書室館藏回歸總館事宜，由張院長武

昌主持，出席人員包括文學院各系所主任以及

本館張館長國恩、郭秘書美蘭。

八月二十九日

上午 10:00，於總館八樓會議室，討論95

學年度第 1學期午間音樂饗宴節目規劃，表演

藝術研究所林淑真所長暨一名老師來館與本館

張館長國恩、郭秘書美蘭、陳組長敏珍等，就

表演時間、形式、內容等問題進行溝通。

八月三十日

上午 10:00，於總館八樓會議室，舉辦95

學年度第 1學期館務會議。

●

●

●

九十五年七月十六日至九十五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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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訊係圖書館與館員及讀者間之橋樑，報導

本館之政策、服務、館務之動態、圖書館界之新資

訊及意見等，歡迎大家踴躍投稿。

本刊同時以電子形式刊載，

網址為www.ntnu.edu.tw/lib/dirl/journal.htm

一、內容：與圖書館服務相關之論述或建言

二、字數：二千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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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來稿請寄：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通訊編輯小組收

（校內稿件請逕送本館出納臺或諮詢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