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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在大部分縣市完成全縣市鄉鎮

圖書館與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連線作業的整合架構後，未來是否能

再進一步進行跨縣市的整合作業，整合模式為何，整合功能分析，以

及各種整合模式的優缺點等，均為本研究所探討的項目。並希望藉此

研究，做為相關單位日後推動各縣市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進一步整

合作業的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分析及調查訪談結果，歸納結論分別說明如

下： 

一、跨系統整合模式 

本研究探討縣市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跨系統整合模式，包括跨

系統整合架構、區域範圍與圖書館類型等。 

(一)、整合架構 

不同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進行跨系統整合之架構，有三種

架構較為可行： 

1. 採用一套系統，其他館的系統廢止不用，各館均連結至此一中

心系統運作 

此架構方式為目前各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整合鄉鎮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所採用的方式，在技術層面最為可行，也能夠達到最

完整的跨館際作業功能需求；就管理層面而言，文化局(文化中心)

採用這種架構，只需要管理一套系統與集中的資料庫，各鄉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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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採連線至中心系統使用，並未擁有系統，可以減少整體系統

運作的管理成本。 

若將此種架構從同一縣市擴充到其他縣市的公共圖書館連

結，可以很快達到系統整合的目標。但採用此種架構的系統，由

於大部分資料的異動，都必須傳送到中心系統處理，因此系統軟

硬體運作效能及網路連結速度非常重要，尤其涉及到流通作業需

要系統及時反應的要求時。本研究也發現不同系統在連結館別數

量有其上限，雖然廠商表示只要升級系統主機即可獲得較佳的反

應速度，但是若資料庫持續成長，讀者流通數量增加，一定又會

影響系統的反應速度。因此由一套系統運作的架構，可以擴充到

一定的區域範圍，例如大臺北地區、大臺中地區，但若要全臺灣

地區全部採用一套系統，將有其困難度。除非在中心系統可以將

系統架構改為如圖 5.1 所示之多層式、模組分散式架構，分散單

一主機的負荷，則可以再提升連結的館別數量與系統負荷。目前

國內自動化系統的 WebPAC 模組，即可以在另外一台獨立的主機運

作，不過其他模組在不同主機運作的模式，以及模組間資料交換

的正確性等問題，仍需要由廠商進一步發展。 

DB Server WebPAC
Server

........................................

流通模組
Server

編目 流通 OPAC 期刊管理 採購

 
圖 5.1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多層次及模組分散式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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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館均採用「同質」系統並行運作，以其中一館之系統做為中

心系統，擔任「同質」系統之資料交換中心 

此架構方式，各館均有「同質」系統獨立運作，因此只要在

local系統內部運作的作業，均可以直接處理，之後再將異動資料

傳送到「同質」的中心系統，做為其他館「同質」系統的擷取與

應用。美國 OhioLINK即採用此種架構，各館均採用 Innopac圖書

館自動化系統。「同質」系統在進行跨系統資訊交換時，由於資

料格式一致，因此較容易開發出跨館際作業的功能。而此種架構

的擴充範圍較具彈性，因為大部分的作業均已在 local 系統處理

完畢，中心系統僅處理異動性的資料，因此不受連結館別數量的

影響。不過受到「同質」系統的限制，除非類似像美國 OhioLINK

採政策性的推動方式，否則不同縣市之間的系統若不一致，即會

造成整合上的問題。 

3. 各館採用「異質」系統並行運作，以其中一館之系統做為中心

系統，擔任不同系統交換資料 

此一架構比第 2 種架構更具彈性，不過「異質」系統資料結

構不一致，因此各系統標準或協定的採用非常重要，不過由於標

準或協定仍然有限，將會限制到資訊交換及功能的開發。以國家

圖書館 NBINet為例，做為書目資訊交換中心，主要是有各合作館

都能夠以 MARC 及 ISO 2709 格式等標準交換書目紀錄，但各合作

館館藏紀錄的格式並不一致，以及缺乏支援相關館際互借的標

準，因此若要成為全國公共圖書館館際互借的交換中心，或進一

步成為「異質」系統的中心系統，仍有不少的阻礙必須解決。所

幸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所採用的系統種類非常單純，因此只要能

協調數家廠商，擬定出業界標準做為「異質」local系統與中心系

統交換之用，在逐步開發跨館際作業的功能，應可以達到公共圖

書館跨館際作業的需求。 

(二)、整合區域範圍 

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跨系統整合的區域範圍，以「縣市」

及「生活圈」兩種範圍較能達到讀者服務及圖書館作業的實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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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目前大部分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運作主要以「縣市」為區

域範圍，在同一縣市內的鄉鎮圖書館及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均

可透過系統達到跨館際作業的需求，尤其讀者在同一縣市內，即

可享受一證通用、跨館預約、跨館借還書等服務。不過民眾在同

一生活圈內，不受縣市行政劃分的限制，在生活、教育、經濟等

方面的流動，是公共圖書館提供服務時應重視的現象。而本研究

所調查的結果，除了「縣市」範圍外，「生活圈」的範圍也是圖

書館認為跨館際作業可以接受及負荷的範圍。 

至於是否需要整合全臺灣地區各縣市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的問題，主要的關鍵，應該視讀者使用公共圖書館的需求來決定

政策方向。不過在逐步將鄰近縣市及生活圈的公共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整合之後，進一步整合全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

層次將比較容易達到。而整合的架構，以各區域或生活圈各自擁

有獨立運作系統，再將交換資料往上層傳送的架構較為合適。 

(三)、整合圖書館類型 

公共圖書館由於服務一般民眾，因此也包含社區所在的中、

小學生、大學生等類型的讀者，所以從滿足讀者需求的角度思考，

公共圖書館應該做為滿足各類型讀者獲取資訊的 gateway，例如與

中、小學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進行館際合作，提供館際互借等服

務。目前各縣市公共圖書館由於剛完成所有鄉鎮圖書館的連結作

業，系統管理、各連結館的協調及後續的合作事宜正逐步適應與

推動，因此目前若思考系統整合的圖書館類型，仍以公共圖書館

為最優先考量，至於與其他類型圖書館的整合則需要視彼此的需

求逐步推展。 

在各縣市完成全縣市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整合後，有些

縣市的中、小學也開始尋求能加入此一公共圖書館整合系統的機

會，因此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下一階段的整合對象，可以考量

中、小學圖書館，即可以協助大部分中、小學圖書館資源不足的

問題，也可以整合具有同質性的讀者紀錄。不過由於各縣市中、

小學圖書館的數量遠大於公共圖書館，因此在系統的效能與系統

管理人員的負荷方面，需要再進一步的評估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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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探討的整合架構、區域範圍及圖書館類型，勾勒全臺

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整合模式及架構，茲以圖 5.2 呈現。

圖 5.2將全臺分為五大生活圈(暫省略澎湖及金馬地區)，各生活圈的

公共圖書館以不同的整合架構自成一完成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架

構，某些生活圈還加入中、小學圖書館的連結，最後五大生活圈的整

合系統，再往上層傳遞及交換資料，形成全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自動

化系統的整合體系。 

Internet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中心系統圖書館

連線合作館A
連線合作館B

連線合作館C
(中小學圖書館)數據專線

Internet

A 廠牌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中心系統圖書館

連線合作館A 連線合作館B

連線合作館C
數據專線

A 廠牌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A 廠牌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A 廠牌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Internet

A 廠牌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中心系統圖書館

連線合作館A 連線合作館B
(中小學圖書館)

連線合作館C
數據專線B 廠牌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C 廠牌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D 廠牌
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

Internet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中心系統圖書館

連線合作館A 連線合作館B

連線合作館C
數據專線

Internet

A 廠牌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中心系統圖書館

連線合作館A 連線合作館B

連線合作館C
數據專線

A 廠牌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A 廠牌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A 廠牌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同質系統連結交換架構同質系統連結交換架構

異質系統連結交換架構異質系統連結交換架構

同質系統連結交換架構同質系統連結交換架構

連線同一套系統運作架構連線同一套系統運作架構

連線同一套系統運作架構連線同一套系統運作架構

全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整合交換中心

全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整合交換中心

圖 5.2 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整合模式及架構圖 

二、推動方式 

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作業的推動，關鍵點還是必須要有政

策性的規劃與構思，才能達到進一步整合的目標。以目前縣市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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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整合各鄉鎮圖書館的過程為例，主要還是靠民國 85 年臺

灣省政府教育廳所籌組的「臺灣省公共圖書館資訊網路輔導諮詢委員

會」，由學者專家規劃的架構體系，再以經費補助支持的方式，才得

以逐一建置完成。如今若要各縣市彼此合作，進行跨系統的整合作

業，甚至架構整個公共圖書館自動化整合系統，更需要有「上級」單

位的推動，才得以進行。其原因如下： 

1. 各縣市的地位平等，在人力、經費無法支應下，均不願搶先

出面主導，以免成為管理「中心系統」的圖書館； 

2. 本研究調查顯示，絕大部分的圖書館均贊成由上級機關或某

一主要圖書館主導； 

因此未來推動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跨系統整合作業，必須是由

上而下的進行方式，由教育部或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推動，委託國家

圖書館或國立圖書館執行，才能達到系統整合，並且提升公共圖書館

整體資訊服務的目標。 

目前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市場呈現兩家系統寡佔的

情形，鼎盛的 URICA/SPYDUS與傳技的 TOTALS 2兩家系統即有 74%的

佔有率。因此在技術面可以先由兩家廠商發展「同質」系統交換中心

的架構，之後再協調兩家系統廠商發展可供「異質」系統連結交換資

料的架構。這種循序推動的方式，可以避免各縣市公共圖書館又再度

面臨系統更換的痛若，藉由合作發展的方式，也可以避免廠商間的惡

性競爭，造成日後服務品質的低落。 

三、跨系統整合功能評選及相關標準 

(一)、跨系統整合功能評選 

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跨系統整合的目的，即希望藉由整合的效

益，提供更多跨館際作業的功能，最後能夠提升公共圖書館服務讀者

的能力。以往圖書館在提出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需求時，主要都是以

滿足該館的作業需求為主，對於跨館際作業的功能較少考慮到，因此

目前各縣市公共圖書館欲進一步推動鄉鎮圖書館與縣市文化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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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館際合作時，往往發現系統處理跨館際作業的功能不足，造

成作業上的困擾。 

目前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幾乎為套裝式的轉鍵系統(turnkey 

system)，因此在單一館別作業環境下，各模組的功能已經相當成熟

且完整。未來推動跨系統整合作業時，圖書館應該著重跨館際作業相

關功能的擬定，若有廠商能夠先行設計完善的跨館際作業功能，所提

列的功能建議，可以做為圖書館擬定需求書的重要參考文件，這樣可

以避免圖書館對跨館際作業功能需求描述不夠明確，誤導系統評選的

判斷標準，事後若要求廠商配合修改系統，又造成系統作業不穩定的

惡性循環。 

以館際互借的功能為例，國外多家系統已先行採用館際互借的相

關標準，例如 ISO ILL Protocol、NISO Circulation Interchange 

Protocol(NCIP)，先行發展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或獨立的館際互借的功

能。例如：Ex Libris的 Aleph 500、The Research Libraries Group(RLG)

的 ILL Manager，以及 Auto-Graphics 的 Impact/ISO ILL 等。(註1)

圖書館在選擇系統時，即可以這些系統之功能建議書為參考資料。另

外國內在進行系統評選時，仍有兩項盲點，日後可能會影響系統評選

的標準，須特別列為系統評選的重點： 

系統功能作業處理流程 

圖書館提供系統功能需求書，僅能規範系統須達到的功能項

目，對於該項功能作業流程是否合理，能否協助館員加速處理該

項作業，往往無法從需求書中呈現。茲以館際互借的功能為例，

系統處理作業流程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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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館際互借處理流程圖 

若在系統評選時欲測試系統流程，則必須將系統評選時程拉

長，例如一天測試一個模組，逐一測試每項功能的處理方式及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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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效能及穩定性 

系統效能及穩定性也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評選時不易檢測

的項目，尤其在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後的規模，將可能達

到上百個圖書館、數百個工作站同時連結作業，因此在系統評選

時，必須要求廠商模擬未來可能的作業規模，並以「黑箱測試」

(Black-box test)的方式，提供足量的測試資料，檢測系統處理

是否正確。 

(二)、跨系統整合作業相關標準 

本研究調查也發現目前國內公共圖書館所使用的自動化系統，在

符合圖書館相關作業標準上仍相當缺乏，僅支援部分相當基本的標

準，例如 MARC、ISO 2709、Z39.50，其他對於促進跨館際作業的標

準均付之闕如。因此未來在系統在跨館際作業功能上，至少應再具備

以下標準： 

1. ISO ILL Protocol：ISO 10160:1997、ISO 10161-1:1997、

ISO 10161-2。 

2. ANSI/NISO Z39.83(2002) –  Circulation Interchange Part 

1: Protocol (NCIP)，「流通訊息交換協定」。 

3. MARC 21 Concise Format for Holding Data (MFHD)，MARC 21

之館藏格式，未來應發展及制訂 Chinese MARC之館藏格式。 

此外不同格式轉換問題也必須予以解決，否則會影響未來跨系統

整合時「中心系統」處理資料產生錯誤： 

1. 中文字碼處理與轉換，尤其是 CCCII 與 Unicode 轉換問題，

目前採用 CCCII字碼的系統無法接受及處理 Unicode字集。 

2. 館藏條碼規格化，建議採用美國圖書館通用的 14 碼註記格

式，並預先分配館別代碼，避免不同館別的條碼號重複。 

另外跨系統交換之資訊及展現格式，也可以採用 XML格式及 XML 

DTD 定義其不同資料的欄位內容，使不同系統處理資料的方式趨於一

致，未來若能將相關交換資料的 metadata 統一定義，將可促進不同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之間，甚至與其他產業資訊系統的訊息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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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層面問題考量 

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在整合鄉鎮圖書館自動化作業後，已遭遇

到人力、技術能力及後繼經費不足等問題，未來在進行各縣市的跨系

統整合時，類似的問題可能會再度出現。這些非技術層面的問題，影

響整合作業推動與運作成效甚劇，因此必須未雨綢繆，避免問題持續

發生。本研究所彙整的問題如下： 

1. 系統管理人員普遍不足，且兼辦其他業務，專業技能不足。 

目前各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負責管理全縣市公共圖

書館自動化系統多為圖書資訊課館員，情況較理想的單位能

有一位負責系統操作及行政業務，另一位負責硬體管理相關

工作，但一般均只能有一位館員負責所有的系統管理工作。

所管理的系統不僅只有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還包括整個文化

局所有電腦硬體、網路設備及文化局網站建置，已經成為文

化局支援各單位「資訊中心」的角色，有些還必須支援整個

文化局辦理大型活動的業務，可見在人力配置上不足且無法

專職的情形非常嚴重。因此在討論跨系統整合作業時，人力

是幾乎所有文化局回應最主要的問題之一。 

2. 後續經費維持問題。 

在人力不足的情形下，文化局(文化中心)相當仰賴廠商

的維護服務，不論是系統、主機、網路設備、電腦等，累加

的維護費用非常龐大。各館連線作業，線路費用已經成為每

年必須支付的經常性費用，否則便無法使用系統，這對較偏

遠的鄉鎮圖書館而言，每年的線路費用仍是一大負擔。另外

在電腦快速升級的環境下，軟硬體更新的費用也成為資訊應

用必須經常支出的項目。 

綜合上述的維護費、線路費及升級費用，不論目前在運

作的縣市或未來跨縣市合作的模式，後續經費的維持非常重

要。有些縣市在沒有補助的情形下，維護費用便有不足以支

應的現象。因此在推動跨系統整合作業時，後續經費來源是

否穩定，而且有所保障，也是政策推動時必須考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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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館操作人員素質不一。 

由於鄉鎮圖書館人員流通頻繁，館員訓練不足，再加上

各館作業規範執行方式不一致，造成共同使用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時，延伸許多人為因素產生的問題，例如：書目建檔品

質參差不齊、書目紀錄重複、權威紀錄控制品質不佳、讀者

紀錄建檔不完整、流通特殊狀況處理不一致、館藏現況與實

際館藏狀況不一致等，管理「中心系統」的文化局(文化中心)

在行政上無法強制要求鄉鎮圖書館用人的素質。當跨系統作

業完成後，若未能提出完善的解決方案，此項問題將會更形

嚴重。 

4. 實際作業協調與落實不足。 

系統作業後，許多實際作業標準必須予以規範，否則會

造成各館雖然使用同樣系統，作業標準卻不同的情形。目前

各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在與鄉鎮圖書館從業人員的協調工

作上，步調並不一致，因此有些縣市可以很順利推動全縣一

證通用，有些則遇到各鄉鎮配合意願不同的情形。在推動跨

縣市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後，由於橫跨不同層級的圖

書館，因此在實際作業協調上更形重要。 

五、委外作業 

許多民間企業資訊化提升企業競爭力，但在資訊經費不斷投入與

攀升之後，發現資訊委外可以節省成本，並且能獲得更專業的資訊服

務。其中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在國外已經有數家系統推出 ASP 模式，國

內的連江縣立文化中心則將主機及整個系統委託廠商代管及維護，可

見得 ASP模式應用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為一可行的解決方案，在研究

調查中也獲得圖書館系統管理人員的認同。 

目前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在管理整個縣市公共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最主要的人力、專業性不足的問題，正可以採用 ASP 模式加以

解決，不過必須能夠保障每年的委外費用，而系統廠商也必須轉型，

提供完善的 ASP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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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跨系統整合作業後，大部分的公共圖書館都不願意成為管

理「中心系統」的圖書館，有些地區或許可以委由人力較為充裕的國

立圖書館出面整合，但有些地區若各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的意願不

高，且實際充任管理「中心系統」有所困難者，即可以考慮跨縣市整

合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採 ASP 模式運作。 

除了 ASP模式外，目前各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在資訊委外作業

仍以軟硬體設備維護委外為主，大部分的系統管理仍由圖書館館員勉

強充任。目前資訊委外市場漸形成專業分工，公共圖書館可以考慮更

進一步的資訊委外作業。例如可向「網路資料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簡稱 IDC)租用主機或委託主機代管，將圖書館的 Web Server

或其他主機交由 IDC 代管或直接租用，圖書館可以減少機房空間、管

理人力及維持主機運作的水、電費用，而且 IDC 聘請專業資訊工程師

管理主機運作，並提供進一步的安全防護、備份或主機運作效率報

告，提供給圖書館做為考量日後是否升級的參考。其他如 Mail 

Server(包括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資訊安全管理服務

(Managed Security Service，簡稱 MSS)(註2)、管理服務供應者

(Management Service Provider，簡稱 MSP)(註3)等，圖書館可將許

多系統管理、資訊服務及安全防護等作業，委由廠商提供管理服務，

讓圖書館系統管理人員減至最少人力，並且可以讓整個資訊系統獲得

更妥善的運作效益，圖書館館員可將更多心力投注在資訊系統所提供

的讀者服務。 

上述的委外模式，當各縣市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後，「中心系

統」的管理單位必須承受更龐大的管理工作、負荷及壓力，因此將能

資訊委外的項目儘量朝委外方式處理，是解決管理問題最理想的方

式。 

六、整合系統的新功能與發展 

跨縣市整合多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後，整合系統除了要求穩定、

效率及高可信度外，系統功能的發展應可擴展到不同的應用領域，整

合其他系統的功能，提供更多樣的功能與服務。這種系統發展架構，

適合應用在公共圖書館的服務模式，最主要原因在於整合各縣市系統

之後，整合系統中的書目館藏紀錄及讀者紀錄將是非常龐大且珍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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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尤其讀者資料庫的各種流通紀錄分析，可做為讀者加值服務

的重要資訊。以讀者紀錄為中心，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視為基礎系

統，再向外擴展與其他系統的連結，共同提供完整的讀者資訊服務。

就目前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發展，未來公共圖書館在進行跨系統整合

作業時，對新系統可要求達到以下的功能： 

1. 跨系統整合式的檢索界面。新系統的查詢功能，除了系統本

身的線上公用目錄，可以透過 Z39.50、OpenURL 及其他跨系

統的檢索機制，查詢其他書目資料庫、期刊論文索引資料

庫、全文資料庫，以及搜尋引擎等，並將查詢到的結果予以

解析、比對，自動刪去相同的紀錄，以適當的顯示格式呈現。 

2. 提供個人化的檢索設定，可由讀者自行設定讀者紀錄的設定

檔(profile)，讀者進行檢索時，可根據 profile 所設定的

資料庫群組、呈現方式與數量，自動為讀者過濾資訊。 

3. 提供主動式、客製化的推送(push)服務。依據讀者所設定的

profile，或自動分析讀者的借閱資料主題，系統會主動將

新資訊(例如：新到圖書)主動發送給讀者參考利用。 

4. 結合電子館藏的管理機制，同樣以自動化系統進行電子館藏

的管理，圖書館購買電子館藏的使用者數(license)，讀者

可透過自動化系統下載電子館藏閱覽，系統處理 license 類

似圖書外借作業，自動減少該筆電子館藏的 license數量。

待設定的借閱期限一到，讀者無法再斷續使用下載的電子館

藏，系統的機制則自動恢復原有的 license數量。 

電子館藏也包括日益普遍的「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

簡稱 VOD)系統，其 VOD 版本的視聽資料管理也可以整合於自

動化系統的書目資料庫中，在同樣的查詢機制下，若查到 VOD

視聽資料的書目後，可連結啟動 VOD Server 的播放機制。 

5. 採購模組結合電子網路購書機制，線上比價、下訂單、驗收

與付款。系統並自動偵測圖書預約人數，自動產生薦購紀錄

供圖書館增訂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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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腦電話語音整合系統，提供讀者查詢個人紀錄、借閱紀

錄、預約狀況與違規情形，並可進行圖書續借，設定電話語

音通知逾期、預約，方便不熟悉使用電腦的民眾。 

 

第二節 建議 

各縣市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未來的整合模式應如何進行，本研

究就技術面及行政面進行探討，而整合作業能否順利推動，最主要的

關鍵還是政策面，也就是政府是否支持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後續的

發展，給予經費及人力上的支援。因此就各縣市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跨系統整合模式，茲提出以下建議，做為政府或相關單位規劃及執

行整合作業的參考。 

一、由中央主導，逐步推動 

目前大部分縣市公共圖書館已完成全部鄉鎮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的整合作業，以往在推動此項作業時，雖然由臺灣省政府及文建會主

導，但因為各縣市為服務轄區的縣市民眾，所以在推動全縣市公共圖

書館的連線作業時，態度均較主動。後續若要進一步推動跨縣市圖書

館自動化的整合作業，由於涉及同層級縣市政府的合作事宜，而且目

前亦不見有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主動提出，因此中央主管機關必須

更積極地促進跨縣市公共圖書館的合作事宜。 

初期可以就民眾的實際需求，促進相鄰縣市開始進行館際合作事

宜，例如：臺北市與臺北縣，臺中市與臺中縣，進行館際互借、互還，

甚至跨縣市的讀者證可以一證通用。縣市之間合作所產生的需求，即

可以逐漸修改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功能，協助處理縣市公共圖書館合

作新增的作業。再將合作的縣市範圍逐漸擴大到生活圈，甚至納入中

小學圖書館等不同類型的圖書館。 

由於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所使用的自動化系統僅有二個主要系

統，四個次要系統，因此在逐步推動縣市合作事宜當中，廠商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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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質系統或異質系統的資訊交換作業，陸續開發相關功能因應。當

加入整合的縣市逐漸增加，若系統效能及功能已達到極限時，再全面

更換為新一代的系統。避免在跨系統作業相關功能及技術尚未成熟完

備之時即全面更換系統，可能造成混亂的情形。 

二、強化並發展全國圖書資訊網(NBINet)功能 

各縣市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目前已完成全縣市公共圖書館的

連結作業，未來不論是否形成生活圈內跨縣市的連結架構，或是維持

目前的現況，若要達到全國公共圖書館或各類型圖書館的館際互借及

進一步的合作事宜，成立一全國性館際互借及其他館際合作作業的訊

息交換中心，較容易達到全國性的館際合作資訊網。目前國家圖書館

的「全國圖書資訊網」(NBINet)收錄全國公共圖書館及主要大學圖書

館的書目紀錄，是目前國內收錄書目紀錄最完整的系統。而且 NBINet

的系統也是一套完整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Innopac系統)，只是單純

做為書目中心的處理作業，系統具相當的發展性。因此 NBINet 應就

目前資料庫收錄書目紀錄的完整性，系統的發展性及國家圖書館的任

務等條件，積極發展 NBINet 的功能，成為全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館

際互借及其他館際合作等相關作業的訊息交換中心，提供進一步的圖

書資訊處理能力。 

三、推動、制定相關標準，並予以測試認證 

觀察國內圖書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發展，發現對採用相關標準

的主動性不足，往往處於被動的能度，而且對於較複雜的標準進行開

發應用時，又常未盡全力，僅能符合標準所規範的某些功能，造成系

統之間在交換資訊時，無法順利傳送指令集，或者資料呈現有所缺

漏。以 ISO 2709書目交換格式為例，當民國 83 年國立中央圖書館書

目中心改以 ISO 646 符號集 IS1、IS2、IS3做為分欄識別、欄間符號、

記錄分隔時，至民國 85 年仍發現有系統以$、#、%轉出 ISO 2709 格

式；另外 Z39.50 檢索協定，發現國內兩家系統彼此對檢索資料「展

現服務」(Present Service)定義不一致，以至無法呈現完整書目紀

錄；對於諸多 Z39.50 profile 的支援也不足，因此館藏資訊交換的

profile 雖已制定許久，但異質系統間以 Z39.50 檢索時，仍無法呈

現目標(target)系統完整的館藏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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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因素，國內應該由政府單位委託學術機構或學會，定期

檢測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對標準支援的程度，並且予以認證，以免各家

系統均聲稱符合標準，無法釐清資訊交換時問題產生的原因。對於國

外最新制定或修訂的標準，例如 Z39.83「流通訊息交換協定」(NCIP)，

若能促進跨系統整合作業，應主動邀集廠商開發測試。對於目前仍無

適當標準規範的作業，或者不適用於國內環境的標準，應主動提出擬

訂，或邀集廠商訂出共同的規範，以便廠商有所遵循。 

四、輔導專業廠商，提供委外服務 

有鑑於公共圖書館爭取及培養資訊管理專業人才不易，再加上資

訊委外環境逐漸成熟，因此未來推動跨縣市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

時，可逐漸將系統管理、安全維護、備份等次要作業委外，終極目標

則是將整個跨縣市的整合系統完全委外，輔導相關領域的廠商，轉型

為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ASP服務廠商。以免廠商在圖書館自動化市場飽

和之後，又引進或開發新系統，搶奪系統更換的市場，不僅容易造成

惡性競爭，也讓圖書館從業人員每隔數年就要陷入系統更換的夢魘。 

目前臺灣地區的圖書館自動化專業 ASP 服務市場，雖然沒有相關

研究估算其市場總值及可以支持的 ASP 數量，但從目前各類型圖書館

支付維護費所維持的廠商數量來推算，整個臺灣地區應可以存在五家

以上的圖書館自動化專業 ASP 廠商。連江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的委外模式，已經開啟類似 ASP的服務模式，未來整合系統若逐

漸要求以 ASP 模式運作，將可以促進整個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ASP

模式的發展。 

五、發展與其他產業資訊服務橫向連結機制 

圖書館的資訊服務，往往以圖書館傳統服務為考慮，無法提供給

讀者需求的整體解決(total solution)方案，尤其公共圖書館的讀者

需求呈現多樣性，讀者的需求不在精深，而在其廣度，通常已經超過

圖書館傳統服務的範圍。不過藉由資訊系統，圖書館可以結合與其他

產業資訊服務橫向連結機制，提供資訊加值服務。例如查詢某主題的

圖書資料，系統除顯示出書目館藏資料庫的紀錄外，並可連結網路書

店的資料庫，讀者除了借閱館藏資料，也可以選購圖書館未收藏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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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或者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流通作業與宅配服務結合，提供送書到府

的服務。 

在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逐漸朝大區域範圍整合發展時，適度地

與其他產業資訊服務結合，提供加值性的資訊服務，更可以擴展公共

圖書館服務層面，滿足讀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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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建議 

一、 以讀者需求層面，探討跨系統之整合模式 

本研究僅以公共圖書館及部分大學圖書館之觀點探討臺灣地區

公共圖書館跨系統整合模式，以系統管理人員著重之技術面及行政面

為主。建議後續之研究可以延伸至讀者的需求面，以讀者實際的需求

研究跨系統整合的區域範圍、圖書館類型及系統功能等；另外也可以

擴大研究中小學圖書館館員，對中小學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加入公共圖

書館自動化系統作業的觀點。 

二、 不同類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整合模式 

本研究係以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模式進行探討，而其他類

型圖書館亦有系統整合作業的需要，例如：中、小學圖書館、大學圖

書館等。同類型圖書館之間的系統整合，或跨類型圖書館的系統整合

等議題，建議做為未來進一步之研究範圍。 

三、 公共圖書館資訊系統委外作業效益分析研究 

公共圖書館資訊系統委外作業模式評估，包括委外對象之選擇，

例如：資訊系統廠商、大學、其他機構或組織等；以及委外範圍、可

行性、成本效益評估等。。 

四、 比較各種圖書館合作、聯盟之運作模式、服務機制，與運用資

訊系統之技術層面分析 

本研究探討分析 OhioLINK、ILLINET 及 NBINet 所提供的服務、

功能與系統架構，但仍有許多圖書館合作、聯盟等服務在全球各地運

作，例如：OCLC 所提供包括資源分享、ILL Direct Request 等服務。

這些館際合作組織所運用的資訊技術、系統，以及各種服務功能，可

做為未來比較研究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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