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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網際網路和數位科技的發展改變了圖書館傳統上蒐集、選擇、組織、傳輸及

利用資訊的方式，使得大圖書館服務的項目與型態朝向多元化發展，提供網路查

詢、多媒體隨選視訊以及數位學習資源等服務。本文由大學圖書館所面臨的挑戰

談起，由學術傳播、機構典藏、數位學習的發展以及大學圖書館未來發展趨勢探

討大學圖書館在數位學習的角色、數位時代大學圖書館資訊服務的新面貌。 
 
The evolution of Internet and digital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way traditional 

libraries acquire, select, organize, disseminate and use information.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had become various, including web search, 
multimedia on demand, and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electronic resources 
management. This paper started with the challenge facing academic libraries,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and e-learning, followed by the discussion of 
the trends of academic libraries. At last the role of the academic libraries in the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he new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digital era was 
highlighted.   

 
關鍵詞：大學圖書館；資訊服務；學術傳播；數位學習。 
Keywords: Academic libraries ; university libraries ; Information services ;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 E-learning. 
 

壹、前言 

Christine Borgman 曾經指出現今圖書館面臨的四大挑戰為：無形的資訊基礎

建設（Invisible infrastructure）、內容及館藏（Content and collections）、維護與取

用（Preservation and access）和機構藩籬（Institutional boundaries）等。1面對數

位科技的挑戰，網路社會環境的運作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其活動脈絡無時不在

改變，而大學圖書館也是其中的一份子，Laura K. Probst即認為大學圖書館在資

訊時代的變動因素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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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教育的改變：網路學習的興起、一切以學生為中心。 
2. 新觀念的引進：強調成本的回收、財務的稽核、利潤的創造、使用者協議、

對於顧客的關注和零基預算等。 
3. 使用需求的改變：網路世代族群又稱為「即訊世代」（Instant Messaging 

Generation），強調立即性、互動性、個人化和移動性。 
4. 資訊科技的變革，包括：聲音、文字、圖像及多媒體的儲存、傳輸、檢索

與編輯。 
5. 學術傳播，如：電子資訊的存檔與永久維護、智財權、資訊存取的控管等。 
 

“The 2003 OCLC Environmental Scan: Pattern Recognition” 的研究在調查

現在與未來影響OCLC、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及其他聯盟組織的重大議

題和趨勢。該報告指出未來的架構 (Frameworks)包括模式一：降低對取用內容

時所需的導引(decrease in guided access to content)，亦即越來越多人們在知識尋

求的過程中，不需要仲介；模式二：由集中走向分散(disaggregation)，最小的

可出版單位是微內容(microcontent)；模式三：合作，強調脈絡(Context) 更為重

要。3 
  

鑑於數位科技對大學圖書館的衝擊，本文首先從大學圖書館所面臨的挑戰談

起，由學術傳播、機構典藏、數位學習的發展以及國外成功典範探討此三面向對

大學圖書館的衝擊，希冀能為大學圖書館的未來發展提供一個新的視野及努力的

方向。 
 

貳、學術傳播對大學圖書館的影響 

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與廣泛應用，使得資訊傳播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改變，

在數位時代，數位出版及網路傳遞成為學術傳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的

主要活動。2001 年 12 月「開放社會協會」(Open Society Institute, OSI) 於匈牙利

布達佩斯開會，提出「布達佩斯開放取閱促進會」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呼籲國際學術研究論文得以透過網路自由取得。4「開放取閱」(Open 
Access) 一詞指的是學術文獻資源置於網際網路上，讓讀者免費使用；其具有數

位化、網路典藏、免費和幾乎沒有授權的限制等特色。 
 
「開放取閱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 的興起與蓬勃發展對研究者、出版

商和大學圖書館帶來深遠的影響。2004 年「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CERT)的年會曾多所討論，很顯然的在期刊流通、館藏發展、參考服務和

人力配置、在職訓練等方面均會受到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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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空間」(DSpace) 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在 Mellon 基金會提供 180 萬美

金經費，HP 支援硬體及技術下，結合圖書館、電腦工程師及校內四個單位，歷

經兩年，於 2002 年 11 月推出；其目的在建構一個可擷取、保存及傳播 MIT 教

師與研究人員智慧結晶的數位化典藏系統供學界使用，希望帶領世界的研究風

潮。使用者透過 WWW 單一管道，即可檢索及取閱典藏於 DSpace 裡的數位化文

獻資料。可處理之資料類型包含：文件、圖書、學位論文、電腦程式、影音資料、

多媒體、教具等各類媒體格式，並提供給其他大學院校使用。5 
 
新世代學術傳播環境亦衍生出一些亟待解決的關鍵性問題，例如，如何為特

定學術機構規劃一個適當可行的學術傳播營運模式？如何降低智慧財產權侵權

行為的可能性？圖書館作為學術傳播體系的最重要環節，若能在新的傳播情境中

運用適當的規劃與管理策略，將有助於提升服務學術社群的能量。6 
 

參、大學圖書館是機構典藏的樞紐 

為了擴大智慧產出物的傳遞能量，許多教育學術單位紛紛開始為珍貴的學術

成果建立一套可以有效典藏、認可及追蹤機制，並運用在諸如學術出版品、專題

報告、技術報告、工作報告、課程教材及其他未出版的數位內容等學術成果的傳

遞與散播上。近年來美國學術單位紛紛倡導「機構典藏」（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的機制。由於學術機構是學術內容的最大生產來源，教授們發表的會議論文及期

刊論文、論文預刊本（Preprint）、研究中的報告（working papers）等，都是重要

的學術資源，若可以由機構統一典藏，不但可以顯示其研究成果，更可以呼應開

放取用的精神。 
 

研究和學習受到數位資訊環境的影響不斷地增加。但是至今仍未建立出促進

學術資源，學習材料，文物工藝等更易於使用的方式。為了履行與促進這個諾言

的實現，資源的管理者當透過運作和學習經驗，使各種資源與數位資訊的環境相

結合。其中包含下列四個必要條件:7 

 

1. 可預測性和完全性(Predict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數位資源的質與量

必須同時予以發展。如果是間接的，不可預測的或是可用性減少的，管理者

將不感興趣的。 

2. 共通性(Interoperability):數位內容在服務或用戶之間必須容易地被分享且可

藉由一致的方法來支持其發現和相互作用。數位內容應該被有效地處理及運

用，且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3. 交易性(Transactionability):在資訊環境之內各機制需為數位內容的定義、服

務，和用戶互動性建立權威性和可靠的規範，並且處理智慧財產權和隱私權，

使獲取數位內容和服務具備正當性和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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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典藏/保存(Preservability):必須確定對數位資源進行長期的保存工作，並確定

維持學術文化紀錄的歷史連續性和媒介多元性。 

 

Wallace Stevens 指出數位典藏工作有兩個策略:(1)保存:即針對數位資訊

的獨特性，來進行資料的保存工作。(2)選擇:在確定保存資料後必須選擇哪些需

要保存。由於數位典藏是一個長期持續性的工作，故典藏的機關應進行每日的管

理工作，並清楚明確地表達整個保存的過程及希望達到之目的，如此將有助管理

工作，亦促進公眾輿論對於保存政策及成果有所了解。另外，持續的經費支援與

資源的分配均需經過縝密且合理的基準，以評估和規劃出相關的保存規範，如此

將有利於數位典藏工作在各個環節的執行與運作。再就經濟層面而言，每個典藏

機構的保存能力有限，唯有透過合作模式建立共享資源，降低經費的支出，以達

到利用經濟的最高效益。8 

 

數位典藏工作強調長期保存的觀念，對資訊的傳播和維護的概念，不但符合

圖書館知識分享與利用的目的，更實踐了網路時代下，人們對數位資訊的需求；

藉由保存的方式亦為圖書館的服務，提供更寬廣的空間。正因典藏和保存資源的

目的在於永久維護學術或文化紀錄，為社會提供獲取資源的持續可及性與為研究

員和學生提供資源的使用，故保存資源的最終的目的即是對公眾利益的一種服

務。而機構本身的典藏對於保存學術和文化的公共利益而言，亦有舉足輕重之地

位，故以保存和提供學術資源自居的大學圖書館，應思考未來藉由數位典藏來實

踐並開拓其機構典藏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肆、大學圖書館在數位學習的角色 

(一)、圖書館對數位學習的認知 
Badrul Khan 認為數位學習是運用全球資訊網超媒體與多媒體的特質，創造

有意義的學習環境，用以增進或輔助學習的教學系統，目的在於培養學習者自動

學習的習慣。其強調數位學習是創新的、以電子為媒介、以學習者為中心、採取

互動的學習環境、不受時空限制並且符合教學設計的原則。9 

 

2002 年在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中，定義「數位學習」是以數位工具，

透過有線或無線網路，取得數位素材，進行線上或離線之學習活動；因此數位學

習產業涵括數位學習工具（載具及輔具）研發、數位學習網路環境建置、數位教

材內容開發、以及數位學習活動的設計等。10 
 

透過上述學者對數位學習定義的闡述，可歸納出數位學習具備以下特性:(1)

新的溝通傳播方式；(2)無時空限制；(3)網路、多種媒體、多種傳播管道。因此，

在今日數位學習風潮盛起的時代，對於以學術傳播和輔助教學為任務的大學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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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而言，理當瞭解數位學習的定義與特性，才能肩負並達成該項任務與目標。 

(二)、大學圖書館與數位學習的關係 

OCLC 數位學習與圖書館白皮書(OCLC:E-learning and libraries: a new 

white paper)中指出相關議題包括11： 

1. 圖書館如何築起服務與課程管理系統和數位學習間的橋樑? 

2. 哪些圖書館傳統或新興的服務適用於數位學習環境? 

3. 哪些圖書館服務在數位學習環境中需被重新定義? 

4. 學習物件、知識倉儲應如何被定義，圖書館的角色扮演為何？ 

5. 圖書館如何參與數位學習策略之制訂? 

6. 在數位學習的版圖裡，圖書館如何扮演產製社群的角色? 

 

而合作的契機在於：整合式的圖書館服務，亦即12： 

1. 持續的整合各種資訊窗口，作為學習活動的一環； 

2. 在各種學習環境下，加速資源的發現、存取與轉換； 

3. 結合廠商提供的資訊服務； 

4. 提供客製化的的個人入口網站，掌握讀者興趣； 

5. 在需要時，提供便捷的數位化參考服務； 

6. 協助資訊尋求的訓練。 

(三)、大學圖書館在數位學習環境中應扮演的角色 

在數位學習環境中，圖書館的工作內涵是否應所有改變？ 呂宗麟曾指出大

學圖書館館員可經由圖書館中豐沛的數位內容和線上學習系統的建構，打造大學

圖書館的「數位學習平台」，以建構大學圖書館支援教學、配合研究與推廣學術

使命的重要基石。除了功能面要透過數位典藏，提供學習資源，並朝向資源整合

的服務類型之外，如何在大量圖書資料數位化的過程中，有效地規劃各類資訊內

容之訊息設計與瀏覽介面，便於資源使用者查詢、取得豐富的數位資訊資源，將

是相當重要的。13 

 

王梅玲認為大學圖書館在網路學習中所扮演的角色為14： 

1. 支援網路學習者所需的圖書館館藏資源與服務； 
2. 提供數位教材、數位教師指定參考書與網路課程作連結； 
3. 提供資訊素養教育網路課程； 
4. 與老師合作發展網路教學課程； 
5. 建立入口網站，提供主題導向的服務； 
6. 將圖書館與學校網路教學以及數位學習結合為一體； 
7. 成為大學數位學習環境的教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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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就各學者的觀點將大學圖書館在數位學習環境的角色彙整為下列幾點: 

 

1. 提供數位學習所需的數位教材及圖書館資源與服務：包括數位教材、數位

教師指定參考書與網路課程作連結； 

2. 提供電子書、視聽媒體數位化； 

3. 建立入口網站，提供主題導向的服務(AskEric，GEM，eduSource 等)； 

4. 建置個人化學習環境、提供線上詢答：提供數位學習使用者管理個人相關

的資訊，提供個人化可調整式的服務，讓使用者存取屬於自己的個人學習

歷程以及學習教材、作業等； 

5. 協助學習社群的建立與經營； 

6. 參與數位學習平台的建置：對 metadata 和數位智財、版權提供諮詢； 

7. 提供資訊素養教育網路課程； 

8. 與老師合作發展數位學習課程； 

9. 整合數位學習資源； 

10.成為大學數位學習的主導教學者。 

 

總的來說，大學圖書館在未來的資訊服務不再侷限於傳統資訊、知識的提

供，而是當採取主動去分析使用者(包括教師、學生、行政人員、圖書館館員等)

對資訊的實際需求，再配合網路及科技的應用與發展，進而強化傳統的輔助教學

的被動角色。因此，數位學習服務的提供與發展，將成為今日大學圖書館資訊服

務的重要趨勢。 

 

伍、大學圖書館的未來發展 

英國的「學院、國家、大學圖書館協會」(SCONUL，Society of College,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認為在虛擬學習與教學的環境下，提供給學生及教職員的

網路入口將會加速成長。機構內外正式夥伴關係的建立將會成為常態，其中，包

含具有不同商業利益關係的新夥伴，他們可能想和機構結盟，而或只是服務上的

支援。又作業環境將趨於複雜化，而為了讓使用者從任何地方進行無縫式的存取

控制，必須更加注意機構的保全政策及一致的認證系統。圖書館員作為諮詢者及

訓練者的角色將持續發展，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與相關功能進行擴展及整合，而可

能引發有關未來服務架構的問題。不論現在或以後，隨著選擇與差異化的增加，

對於使用者需求的著重仍是服務成功的關鍵要素，而館員所面對的機會與威脅也

逐漸昇高。15 
 
在學習與教學的轉變方面，學習與教學都將逐漸走向分散式的模式，無論在

校園內外皆可完成，而這也需要組織資訊及其他服務來支援此分散式的學習環

境。在虛擬學習的環境(Manag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MLE)中，服務傳遞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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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無縫的方式來整合資源，以學習者為導向但仍保留傳統的教學。作為一個實

體單位的圖書館將成為「社區集散器」（community hub）及「社會中心」（social 
centre），而透過無線網路連結到圖書館資訊資源的電子書閱讀器及手提式電腦，

將改變個人電腦供應的平衡點，而且提供空間使用的新興機會。16 
 
而 Hans Roes 則進一步指出未來數位學習將朝向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互動

及動態的學習、在實際的問題上採群體方式解決、多元學習路徑、強調知能的學

習，及支援終身學習等方向邁進。17James W. Marcum 在綜觀 1992 年及 2002 年

的圖書館發展後，從以下三方面探討未來學術圖書館的願景18： 
 
1. 科技的變遷（Technological Changes），如：電視牆（video-displaying 

walls）、情境電影城（situation room theaters）、學習自助餐（learning 
“cafeterias”）、多媒體書籍（multi-media books）等。 

2. 圖書館功能的改變（Change in Library Function），如：從典藏所到多元

服務（From Place to Function）、讓網路動起來（Working the Network）、

主題公園（Telling Many Stories，以說故事的能力，來創造生動的學習環

境）等。 
3. 圖書館員角色的改變，如：走出圖書館，主動出擊；服務到家等。 
 
作者指出圖書館是一個地方，也是一個概念，強調圖書館的功能，而非其形

式，並且認為圖書館所提供的價值與服務歷經了數百年的考驗後，將持續下去，

此外，也進一步指出 2012 年學術圖書館可能的演變為19： 
 
1. 整合性圖書館系統：隨傳隨到的知識管理工具（“on call” KM tools）、

視覺化檢索（visualized searching）； 
2. 資訊資源：讀者自選的、多媒體的和出版社及聯盟共同協商； 
3. 隨選印刷：POD（Print on Demand）； 
4. 學習空間：實體和虛擬的、多媒體的視訊空間； 
5. 資訊指導：資訊素養、媒體素養、跨領域的研究； 
6. 資訊呈現：依使用者需求，如彩印、文本、影音及 DVD 等隨選視訊； 
7. 組織變革：透明化、網路化，以資料探勘取代參考服務； 
8. 未來導向：全球化、無所不在的自動翻譯器，以加速全球資訊的獲得； 
9. 電腦設備：無線、鐳射、個人化的電腦配備； 
10. 財源開發：生財有道，以維持可持續性的創新。 
 
而大學圖書館員將有機會重新思考資訊及指導服務的傳遞方式，資訊專家將

從事教學、諮詢、創造、選擇、組織及維護的活動，展望未來，館員所扮演的新

角色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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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教員及其他專家合作資訊與指導服務的傳送； 
2. 設計資訊取用指導活動； 
3. 教導學生及職員如何取用資訊、瞭解其呈現形式，並加以評估； 
4. 作為資訊資源、議題及問題方面的顧問； 
5. 發展並執行資訊政策； 
6. 創造資訊取用工具； 
7. 選擇、組織及維護各種形式的資訊； 
8. 作為資訊科技的指導員，並確保其有效利用。 
亦即數位圖書館員將成為老師、指南、機器、顧問、專家和推銷員…等。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未來大學圖書館將朝向下列幾方面發展： 

(一)、圖書館成為大學的知識倉儲中心 

在網路時代，圖書館將經由 DOI、DC、OpenURL、Z39.50、MARC 和 OAI
等機制，整合數位化資源並負典藏之責，進而形成大學的知識倉儲中心、機構的

數位典藏重鎮，以整合數位學習的教材和數位資源。 
 

(二)、圖書館資訊服務與數位學習的整合 

在數位學習時代，圖書館必須密切注意數位學習的發展，包括各種標準和技

術，以及智慧財產權的議題。而且資訊服務的提供須能整合圖書資訊、課程資源、

數位參考、入口網站、個人化服務、團體討論環境的提供和撰寫環境的設置。此

外，網路日誌(weblog)的運用和資料的查詢亦須整合。 
 

(三)、提供精緻的個人化服務 

個人化資訊服務是針對不同背景的讀者，提供不同的圖書資訊檢索服務，強

調「因人而異」，滿足個別使用者的需求，利用科技資訊技術，自記錄中了解使

用者所設定主題的檢索結果、個人背景、知識與興趣等，長期主動提供使用者有

興趣的資訊。知識管理的措施之一是持續蒐集與更新知識與資訊，圖書館可提供

豐富的知識服務。 

(四)、強化圖書館入口網站的功能 

圖書館網站的可用性概念在易於使用、操作效率、易於記憶、易於學習、容

錯程度、具有彈性和使用者主觀滿意度。使用者在瀏覽網站時最在乎的四個要素

為：高品質的內容、經常更新、最少的下載時間及易於使用等。圖書館網頁之設

計：需妥善規劃定義、目的與目標，考慮使用者特性，網頁內的組成單元、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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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妥善處理，如：空間安排、文字大小、圖形、顏色、邏輯性、一致性、易讀、

完善組織、同時具有創新性。20大學圖書館網站品質評估準則包括：連結性 、
視覺設計 、資源分類架構、內容 、權威性 、選擇性、新穎性、多元性 、管理

資訊、服務溝通、溝通性和使用者調查等。21 
 

(五)、參與合作數位化參考服務 

目前美國圖書館界已將網際網路打破時間、空間上的特性加以運用於參考服

務上，透過合作或結盟方式，結合不同地區，不同性質的圖書館，甚至包括學會、

專家，形成聯盟，集結眾多的資源，再運用網路的特性，營造一個一天二十四小

時，不論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使用者均可享受到圖書館高品質的數位化參考服

務，使用者不必再受限於圖書館的開放時間，亦非一定要前往圖書館，而是藉由

網路將圖書館帶到使用者的面前。美國國會圖書館曾提出「合作之數位化參考服

務」(Collaborative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簡稱 CDRS)之構想，試圖為資訊的

提供者與使用者間搭起一座橋樑，希望能夠在任何時間為任何地點的使用者提供

正確、即時且可信賴的資訊。近來美國國會圖書館和 OCLC 更聯合研發全球性

數位參考服務專案(QuestionPoint)，參加的合作館可以通過該系統將讀者的問題

送給全世界合作館的參考服務館員，去請教不同的學科專家。 

(六)、數位環境的績效評估 

數位時代須重新思考網路環境下圖書館統計指標，新增選項包括22： 

1. 使用公用目錄檢索的讀者數；  

2. 電子產品及服務的page views； 

3. 透過入口網站取用外部資源的數量； 

4. 圖書館網站的使用量； 

5. 圖書館網站中關鍵網頁的造訪量； 

    6. 各種資料庫使用分析資料。 
 

(七)、以知識管理邁向學習型組織 

由於外在環境一直在改變，組織為要生存，必須保持優勢，因此如何使組織

本身不斷的改變，以面對多變及多元的環境，將更為重要。學習型組織的概念於

1994 年被提出，強調系統化地解決問題、勇於嘗試新方法、從個人經驗及過去

歷史學習、學習成功典範、快速且有效地分享新知。處在變動不居的時代中，學

習是因應變遷、永保卓越的關鍵。23大學圖書館除了做好館內的知識管理，亦須

思索如何參與並主導大學知識管理的建構。 
 

陸、結語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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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是一個快速變遷的時代，2004 年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上學者以「消

失中的圖書館和看不見的館員」來形容大學圖書館的未來24。達爾文曾言「存活

下來的既然不是最強壯者，也不是最睿智，而是最善於應變者」。處於瞬息萬變

的時代，一切都在變，唯一不變的是變動的本身。展望未來，「電子資源管理」

(Electronic Resource Management)將是大學圖書館最大的挑戰。要之，「取用」

不等於「存檔」，除了智慧財產權的關注，大學圖書館亦須密切注意數位典藏維

護的技術和標準。誠如 Clifford Lynch 所指出的：當我們愈朝向數位圖書館發展，

圖書館將愈遠離權力核心。儘管服務項目一再推陳出新，圖書館的本質將不會改

變。今後，大學圖書館應致力於「學術數位內容管理」（Academic Digital Content 
Management），超越資訊藩籬，做為教育改革的經紀人，強調圖書館作為學習

社群的面向，成為加速學習的促進者，才能在數位大學（Digital University）保

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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