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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諸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臺灣地區主要的公共圖書館有國立圖書館、各縣市文化局(文化

中心)圖書館，以及鄉鎮市區圖書館。其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之建置，

民國 76 年至 78 年間為單機或區域網路自動化系統嘗試階段，民國

79 年至 81 年間為單機或區域網路自動化系統萌芽階段，民國 81 年

至 83 年間為網際網路版自動化系統萌芽階段，民國 83 年至 85 年間

為縣市內圖書館自建系統或共用系統嘗試階段，民國 85 年起開始推

動縣市內圖書館共用系統並與世界連結階段。(註1) 

民國 84年 12 月由台灣省政府成立「台灣省公共圖書館資訊網路

輔導諮詢委員會」，邀請學者專家輔導並全面整體規劃縣市公共圖書

館自動化及網路系統，有效整合縣市及鄉鎮圖書館自動化作業。以縣

市文化中心為各縣市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中心，由文化中心購買

整合性及具網路功能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儲存全縣市的書目與讀者

資料及管理全縣的圖書管理作業，以利進行合作編目、合作閱覽、合

作發展館藏等業務。各鄉鎮圖書館僅需購置電腦及相關連線設備，採

終端模擬或主從架構，以專線連結至文化中心的系統主機，將館藏及

讀者資料輸入至各文化中心的系統中，集中管理，以便各縣市鄉鎮民

能隨時掌握館藏動態並善加利用。(註2) 

目前各鄉鎮圖書館連結至文化局(原為文化中心)(註3)進行全縣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運作之模式已逐漸完成，若將此種連結共用系統之

作業模式稱為「集中式作業」，各館自行作業之模式稱為「分散式作

業」，截至民國 90 年 2 月為止，國內各縣市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作業

模式分析如表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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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國內各縣市書館自動化系統作業模式分析表 

系統架構 縣市別 採用系統 備註 
臺北市  
臺北縣  
新竹縣  
臺中市  
臺南縣  
臺南市  
雲林縣  
嘉義市  
高雄市  
屏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金門縣 

SPYDUS/URiCA 系統

 
(1998 年 URICA 改稱

為 SPYDUS) 

 
宜蘭縣  
基隆市  
苗栗縣  
嘉義縣  
高雄縣  

連江縣(馬祖)  
彰化縣 

傳技 TOTAL 2 系統 

 
南投縣 Dynix 系統  

集 
 

中 
 

式 

臺中縣 Artis 系統 原採用 Artis 系統，

民國 91 年 9 月更換

為 Hotenis 系統，並

相容於 Artis 系統之

資料檔案格式 
桃園縣  
新竹市 

三邊系統  
分 
散 
式 臺東縣 TORICA 系統  

資料來源：根據各縣市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建置現況，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顯示，國內各縣市文化局與鄉鎮圖書館大部份採集中式系

統建置，從系統現有功能及技術，已可以達到合作編目、集中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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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一(借書)證全縣通用、跨館借還書等效果，在縣市內達到資源共

享與合作。 

在此初步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連結的架構下，未來是否可以再近

一步達到跨縣市之間的系統整合，就其文化局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

的目的、功能、效能，以及可行的架構、標準、技術能力等加以探討，

以期擬具出不同的架構模式，以供圖書館從業人員及業界系統發展之

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 調查瞭解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運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進行之狀

況及館際間交流問題。 

二、 歸納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對跨館際作業方面之功能、架構，以及

相關標準之運用。 

三、 分析多種跨系統整合模式之可行性。 

四、 建構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模式之作業方式。 

五、 對公共圖書館進行跨系統整合模式之功能表列，以提供系統廠

商開發系統相關功能之參考。 

六、 引用其他資訊領域相關技術及概念，勾勒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未

來之發展方向及建議。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所要探討之問題如下： 

一、 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運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進行跨館際作業之

現況如何？運作時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所提供之功能為何？是否

有不足之處？ 

二、 就國內外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調查及分析有關跨館際作業之功

能為何？架構方式？以及如何採用相關標準？ 

三、 就目前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之運作現況，可延伸出

系統整合模式為何？各種模式之優、缺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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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各種因素之考量下，何種跨系統整合模式最為可行？  

五、 其他產業之資訊應用面，是否有新的技術及概念可供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未來發展及整合之參考？ 

第四節 名詞解釋 

為求研究範圍更加明確，以及行文方便起見，特將本文重要名詞

界定如下：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張鼎鍾引用 Tedd 對圖書館自動化所下的狹義定義為：運用電腦

(Computer)來處理圖書館的作業提供的服務，諸如：圖書採訪、編目、

期刊管理、出納制度、參考諮詢、行政管理等均屬之。(註4)除圖書

館各組業務處理外，更廣及各種資訊檢索系統及網路資源之利用。(註

5) 

整合圖書館系統/整合線上圖書館系統 

「整合圖書館系統」(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簡稱 ILS)

與「整合線上圖書館系統」(Integrated Online Library System，

簡稱 IOLS)為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之另外一種稱法。強調使用同一機讀

式資料庫，有兩種以上子系統可供線上作業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它

是一個多功能、分享同一資料庫的線上圖書館系統，包含採購、編目、

流通、公用目錄及期刊等子系統。此定義也包括所有根據同一資料庫

建立的系統，不管該資料庫是單一書目資料記錄的實際檔或是由個別

索引檔組成的虛擬聯合記錄檔。(註6) 

跨系統整合 

本研究指不同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之間的整合，包括同質或異質系

統。整合主要目的在使不同系統間資料庫及交易(transaction)作業

的交換及分享，以促進跨館際之間的合作等功能。 

系統功能 

系統指任何要素所構成之群組(功能、人員、活動、事件等)，做

為彼此間之界面及互為配合，以達到預設之目標。(註7)本研究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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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功能，主要為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及應用於圖書館相關資訊系統之功

能，以協助圖書館處理資料庫管理、作業流程、檢索作業等需求。 

公共圖書館 

指由各級主管機關、鄉（鎮、市）公所、個人、法人或團體設立，

以社會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提供圖書資訊服務，推廣社會教育及辦

理文化活動之圖書館。(註8) 

館際合作 

指兩個以上的圖書館訂立協約，建立各種管道，使彼此的館藏資

料，在合作互惠的基礎上，互通有無，以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註9)

館際合作之服務項目主要有：合作採訪(合作館藏發展)、合作編目、

合作典藏、館際互借、合作閱覽、合作參考服務、合作資訊服務、合

作人員訓練與交流、合作書刊交換與贈送、合作推廣服務等。(註10) 

本研究之館際合作，以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所能處理之館際合作項

目為主要討論範圍，因此須以系統所能提供之館際合作功能為主。 

資源共享 

本研究之資源共享為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之系統資源共享，包括軟

硬體設備及所建置之資料。因此系統之主機、系統軟體、資料庫管理

系統、資料庫(包括書目記錄、館藏記錄、讀者記錄等)、檔案及系統

管理人力資源，均可以共享的方式，以達到合作互惠、節省成本及最

大效益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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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編，「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發展重要里程」，連結圖書館，

通網全世界：八十八年度公共圖書館資訊系統成果觀摩暨研討會(臺中市：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民 88 年)，頁 9-11。 

註2 同註 1，頁 10。 

註3 自民國 88 年起，各縣市文化中心陸續改制為文化局。 

註4 張鼎鍾，圖書館自動化導論(臺北市：臺灣學生，民 80 年)，頁 3。 

註5 林孟真，圖書館自動化之理論與實務(臺北市：五南，民 85 年)，頁 7。 

註6 David C. Genaway 著；楊長青譯著，線上整體圖書館系統：原理規劃及實施

(臺北市：曉園，1989)，頁 6。 

註7 Larry Lo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N.J.: Prentice-Hall, 1989), p.552. 

註8 「圖書館法」，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華總一義字第九○○○○○九三

二○號總統令公布，第四條第二款。 

註9 胡述兆、吳祖善合著，圖書館學導論(台北市：漢美，民 78 年)，頁 483。 

註10 莊建國，「淺論資訊時代的館際合作」，書苑 36 期(民 87 年 4 月)：2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