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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資訊科技的演進與網際網路的發展，使得知識的生產、保存與傳

播，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由各類強調多元、即時、便利、互動的全

球資訊網網頁所形成的「虛擬圖書館」，正逐漸成為傳統制式教育體

系所倚重的教學資源，繼而發展出取代面對面之口授教學方式的「遠

距教學」、「電子學習」等教學模式。 

大學的任務包括保存知識與觀念、教學、研究、出版、推廣與服

務、研究成果的解釋。大學圖書館則透過圖書資訊的蒐集、組織和運

用，達到保存知識文化，配合教學研究與推廣學術的功能。(註1)為了

支援大學教學與研究的資訊需求，大學圖書館耗費大量的人力、經費

與時間成本，進行包含圖書、期刊、灰色文獻、視聽資料、光碟資料

庫、網路資源等紙本資料或電子出版品的館藏建設、組織整理與利用

指導等業務活動；希望能充分支援大學各項課程所需，成為大學學術

發展的後盾。在大學教育面臨科技進化、社會變遷等結構性的影響，

而必須順應時勢，大幅進行改革之際；大學圖書館自然也必須在資訊

服務的方法與模式上，加以因應改進，才能滿足教授與學生在研究、

教學的資訊需求。 

大學圖書館面對價格飛漲的各類學術資訊資源，在經費有效運用

與館藏均衡發展上，更難以避免陷入兩難的窘境。但大學圖書館卻具

備其他類型圖書館所難以望其項背的優勢，大學校園中的知識消費者

－教授與學生們－都有可能是知識的生產者。大學圖書館在完善的網

路環境與資訊設備的協助下，結合其長久以來對讀者資訊需求的認

識，即可轉型成為學術資訊的出版者。另一方面，即使在同一個學門

中，不同大學仍各有其專擅之研究領域；透過學術網路，經由館際合

作模式，互相授權，分享學術研究與教學成果；形成一個由大學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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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所組成的「學術資源共享聯盟」，即有可能破除長久以來學術文獻

由出版商與代理商壟斷的局面，而收節省經費支出、擴大館藏範圍之

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為臺藝大圖書館）為建立師

生傑出藝術創作數位典藏，推廣藝術普及教育；於民國 89年向教育

部科技顧問室提出「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專案計畫，並於同年

10月獲教育部同意給予新台幣 1450萬元經費補助「數位圖書館暨虛

擬藝術館」系統之建置。此系統平臺於民國 90年 11月完成整體性測

試，開始進行數位內容的充實與建置。 

本研究從臺藝大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之推廣利用

的角度，探討大學圖書館配合大學教學與研究所需，整合學習環境、

建置網路教學資源系統之可行模式與效益分析，以做為臺藝大策劃網

路教學資源系統及其他同類型學術機構推動類似計畫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探討各國大學藝術圖書館、博物館之「網路教學資源系統」

類型與運作模式，並針對臺藝大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

的推廣利用進行個案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分析臺藝大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在教學與研究

上之運用現況，探討其推廣、利用之成效與改進策略，提出可

供類似計畫推動之參考的具體建議。 

2. 探討各國大學藝術圖書館、博物館建置之網路教學資源系統的

類型與模式。 

3. 探討大學藝術圖書館、博物館數位資源推廣利用之趨勢。 

4. 瞭解大學藝術圖書館、博物館數位資源管理的困境與提供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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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決方案。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世界各國面對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莫不傾力發展數

位內容產業，以期在 21世紀，掌握知識經濟的發展契機，迎接另一

波繼工業革命與電腦發明以來，對社會結構改變層面最廣、人類文明

影響最大的知識資本重分配浪潮。 

我國數位典藏計畫，開始於 1998年 5月。國家科學委員會為了

加強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發與科學教育工作，推動「迎向新千禧－以人

文關懷為主軸的跨世紀科技發展方案」，「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即為

方案中之子計畫。主要目標為「整合建置一個適合國情並具有本土特

色的『數位博物館』，以發展教育性網際網路內涵」。(註2)1999 年 7

月，行政院第九次「電子、通訊、資訊策略會議」通過「國家典藏數

位化計畫」，並交由國科會協調執行。參與此計畫的機構有：故宮博

物院、國家圖書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灣省

文獻委員會、臺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等七個機構。(註3)2002 年 1

月，國科會成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並整編先前之「數位

博物館專案計畫」、「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計畫」、「國家典藏數位化計

畫」內容，另邀請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史館參與；將上述九個機構的

珍貴文物典藏加以數位化，建立國家數位典藏，以保存文化資產、建

構公共資訊系統，普及精緻文化、融合人文與資訊科技，並進而推動

產業與經濟發展。(註4) 

臺藝大亦在民國 89年獲得教育部補助支持建置「數位圖書館暨

虛擬藝術館」系統；為期能更有效利用現有的「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

術館」系統及「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建立便利讀者使用

的「網路教學資源系統」，充分支援大學校園中的教學與研究需求。

本研究將探討以下各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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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藝大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之推廣利用成效與

改進方案為何？  

2. 各國大學藝術圖書館、博物館建置之網路教學資源系統的類型

與模式為何？ 

3. 大學圖書館在大學發展「線上學習」計畫中的定位與任務為

何？ 

4. 臺藝大線上資源學習系統應用「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成

果之可行性為何？ 

 

第四節  名詞解釋 

1. 數位化 

數位化是指將文字、圖像或實物經由數位掃描器、數位照相機的

轉換，而成為電腦所能處理的數位數據。（註5） 

2. 數位典藏 

指數位典藏品以數位形式典藏的過程，更精確的解釋為數位典藏

品長期的儲存、維護及檢索取得(accessibility)。數位典藏品有些是原

生的，有些則因典藏而改變成數位化格式的物件。數位典藏的主要目

的是確保數位資料的可用性、持久性、及智慧整合性。（註6） 

3. 數位圖書館 

   「數位圖書館」是一種提供資源的組織，包含由專業的館員，去

選擇、建構、提供智慧型的資源存取管道，以解釋、散佈、保存資源

之完整性，並持續進行館藏數位化工作，使得數位資源得以快速且經

濟地為特定的社群所使用。（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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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數位博物館 

指以「數位化」的方式，將各種器物、標本及文件等典藏資料，

以高解析度掃描、數位化拍攝、立體模型虛擬製作等技術加以數位化

並儲存，並透過網際網路完整呈現一般實體博物館所應具有的展示、

收藏、教育、研究等功能的非有實體空間之虛擬博物館。（註8） 

5. 網路教學 

網路教學為一種以超媒體為主，利用全球資訊網的特性與資源，

營造出一個可促進與支持學習之有意義學習環境的教學方案。（註9）

網路教學具有以下屬性：互動、多媒體、開放、使用同步或非同步之

電腦中介溝通與網際網路應用工具、由人與電腦相互運作，且無電腦

平臺、地點、時間之限制。（註10）、（註11） 

6. 線上學習 

線上學習意指利用網際網路技術，傳送可增進知識與技能的一系

列解決方案；使用網路互連、使用標準化的網際網路技術、著眼於超

越傳統訓練典範之宏觀的學習等為其三大準則。（註12） 

7. 大學藝術圖書館 

由大學所設立，以提供藝術類資訊資源為主要服務內容的圖書館

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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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註釋】 

                                        

註1 吳明德，「大學圖書館員角色的省思」，大學圖書館 1:1 (1997
年[民國 86年]1月)：6。 

註2 黃鎮台，「以『人文關懷』為主軸的跨世紀科技發展」，科學發
展月刊 26:11(1998年[民國 87年]11月)：1371-1375。 

註3 謝清俊。「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計畫提要」(2000年[民國 89年]5
月)。
http://www.ndao.sinica.edu.tw/NDA/NDAOHome.nsf/_b2amn04l
lck9b98oilln0_?OpenPage (retrieved: 2002/8/1) 

註4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計畫簡介。
http://www.ndap.org.tw/Introduction/  (retrieved: 2002/11/2) 

註5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技術彙編。
http://www.ndap.org.tw/TechReport/  (retrieved: 2002/10/15) 

註6 同註 5。 

註7 Donald J. Waters, “What Are Digital Libraries?” CLIR issues 4 
(July/August 1998).  
http://www.clir.org/pubs/issues/issues04.html#dlf      
(retrieved: 2002/10/27) 

註8 同註 5。 

註9 Badrul H. Khan, “Web-Based Instruction (WBI): What is it and 
why is it? ” Web-based Instruc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ation, 1997), p.6. 

註10 Colin McCormack, David Jones, Building a Web-based education 
system. (New York : John Wiley & Sons, Wiley Computer 
Publishing, 1998), p.19-22. 

註11 Rena M. Palloff, Keith Pratt, Building learning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the online classroo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9), p.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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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2 Marc J. Rosenberg, e-Learning: Strategies for Delivering 
Knowledge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McGraw-Hill, 2001), 
p.2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