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數位圖書館與數位博物館 

一、數位圖書館 

(一) 數位圖書館的意義與內涵 

長久以來，追求更方便、更迅速取得資訊的需求，隨著科技的發

展，形成了今日數位圖書館的面貌與服務內容。自 Vannenar Bush於

1945年提出 Memex Machine的觀念開始，持續發生的資訊技術演進，

一次又一次，不斷地改變圖書館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之流程與作業模

式。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引進，圖書館界將焦點放在大型書目資料庫

的建置上，方便館員與讀者透過 OPAC在線上進行書目檢索。網際網

路的蓬勃發展，使得圖書館界開始思考如何建立數位化圖書館館藏，

以提供世界各地任何一位有需要的讀者高品質資訊資源服務；因之，

各類對圖書館在網路時代所可能演化的各種面向的想法與研究，便造

成了「電子圖書館」、「虛擬圖書館」及「數位圖書館」等各種名詞的

產生與闡釋。 

Roger W. Christian在 1975年所出版的「電子圖書館」一書中，

首先使用「電子圖書館」這個名詞。F. W. Lancaster在 1978年出版的

「邁向無紙資訊系統」(Toward Paperless Information Systems)一書

中，提出電子媒體未來可能成為圖書館的主要館藏，而形成「電子圖

書館」的概念。M. Kibbey與 N. H. Evans(1989)對電子圖書館所下的

定義是：(註1) 

電子圖書館並非指某一當地的硬體和軟體的館藏，這些館藏以電子形式儲
存，而是指資訊工具和服務的網路… 並不需要有個別、單獨的電子圖書館，而是
將不同的資訊儲存於不同的地點，使用者透過網路可以查檢到所需的資訊。 

「虛擬圖書館」一詞源自網路資訊聯盟 (The Coaliti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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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ed Information, 簡稱 CNI)於 1990年提出之報告，採用「虛擬

記憶體」的概念(註2)，期望藉由既有的網路與規劃中的網路建設，促

進資訊資源的散佈與共享。Brett Butter於 1992年將「虛擬圖書館」

界定為：(註3) 

兩個以上電子圖書館經由實體網路(physical network)連接而成，並透過合作
性管理網路(cooperative management network)達成公眾取用資訊的目的。 

1992 年，美國副總統高爾於參議員任內提出之「資訊基礎建設

與科技法案」(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Act of 

1992)中，則使用「數位圖書館」的概念。該法案明確指出「數位圖

書館」的發展方向：(註4) 

1. 發展可供使用者立即存取巨量資訊之先進資料儲存系統。 

2. 發展高速、高精確度的系統，將各類印刷資料轉換為電子形式。 

3. 發展可快速搜尋、過濾、歸納大量資料之資料庫軟體。 

4. 促進電子資料標準的發展與應用。 

5. 發展可分類與組織各種格式之電子資訊的電腦科技。 

6. 訓練資料庫使用者、圖書館員使用與發展電子資料庫。 

7. 發展讓網路資料庫利用更為簡易的科技。 

8. 發展可快速瀏覽大量影像資料的視覺化科技。  

「數位圖書館」一詞在美國地區近年來已逐漸被採用，根據 E. A. 

Fox等人的看法，認為近年來在美國地區已逐漸從「電子圖書館」轉

為使用「數位圖書館」，或許是受到市面上普遍採用「數位網路」(Digital 

networks)、「數位視訊」(Digital video)等與電子出版有關的名詞影響。

1993 年美國政府立法與經費贊助數位圖書館是一重要因素。1994

年，許多討論、會議、短期研討等都與「數位圖書館」有關。E. A. Fox

等人認為美國地區已傾向於使用「數位圖書館」。(註5) 

ARL於 1995年，發展「北美數位圖書館系統」時，採用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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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圖書館」定義：(註6) 

� 數位圖書館非指單一圖書館； 

� 數位圖書館需具備鏈結多種資源的技術； 

� 各個數位圖書館與資訊服務之間的鏈結，必須清楚呈現予終端使用者； 

� 目標在取得全球數位圖書館與資訊服務之資源； 

� 數位圖書館的數位化館藏具備紙本文件所缺乏之被分散呈現的優點。 

1998 年數位圖書館聯盟 (Digital Library Federation, 簡稱 DLF)

為使各個參與計畫的合作組織，能有效地進行各項資訊的交流與服務

的聯合，也對「數位圖書館」給予如下的定義：(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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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對「數位圖書館」的論點也會有所不同。從

資訊存取的觀點，會是一個大型的資料庫；對超文件技術專家而言，

則認為是一種超文件技術的應用範疇；對廣域資訊遞送業者而言，則

將焦點集中在其網頁介面的應用；對圖書館學界而言，則認為是下一

階段的圖書館自動化工程。(註8) 

Stephen M. Griffin於 2000年 5月，在美國能源部科學與技術資

訊辦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簡稱 OSTI)舉

辦之 InForum 2000研討會中提出其對「數位圖書館」的看法：(註9) 

「數位圖書館」的定義仍持續演進中…  

以充足的、結構化的及互相關聯的數位物件(文字、文件、影像、聲音、錄
影資料、資料庫、中介媒體… )，建立可經由網路存取的數位館藏，以滿足各類
型使用者的需求。 

目前各方對「數位圖書館」的定義及內涵，仍未有一致性的看法，

而資訊處理與通訊科技的演進，也隨時影響著「數位圖書館」運作的

模式與概念。但透過各種不同觀點，多樣化的研究計劃之推動；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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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向的研究與實證經驗，逐步建立「數位圖書館」之規劃、建構、

與管理的標準與規範，並達成較一致性的看法。 

(二) 各國「數位圖書館」相關計畫發展概況 

各資訊先進國家對「數位圖書館」的相關發展計畫，皆投入龐大

的人力與經費，期望能在十倍速發展的新數位經濟時代，為其國民建

設優質的數位知識網路，強化其國民整體資訊素養、作為下一世代提

昇其整體經濟發展的基礎。 

1994年起，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簡稱 NSF)、美國國防部高等研究計畫機構(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簡稱 DARPA)、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簡稱 NASA)合資贊助，進行為

期四年的「數位圖書館先導研究計畫」(Digital Libraries Initiative, 簡

稱 DLI)。內含六個跨領域的計畫，每個計畫皆由數個機構組成研究

團體，而由一個大學主導─包括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加州大學聖塔

芭芭拉分校、卡內基美隆大學、伊利諾大學、密西根大學、及史丹福

大學。(註10)六校的發展內容如下：(註11)、(註12) 

1.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環境規劃與多媒體資訊系統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提供加州的環境資訊線上檢索服

務，內容涵蓋科學、政治、教育、經濟等資訊。資料庫整合了全

文、影像、地圖、聲音、錄影帶、商品目錄、科學與商業資料、

多媒體資料等各種類型的資料格式，其研究重點在於發展所需的

相關技術。 

2.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亞歷山卓計畫(The Alexandria Project)：設計並執行空間資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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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Spatially-Indexed Information)，提供地圖、照片、地圖集、地

名辭典、衛星照片等空間資訊的連線架構。研究重點包含設計、建

置、評估分散式地球科學多媒體素材數位圖書館相關之組織與技術

議題。 

3. 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數位影訊圖書館計畫(Informedia Digital Video Library)：建立一

個可供教育及訓練使用的大型線上數位影音圖書館(on-line digital 

video library)。計畫整合運用演說(speech)、語言(language)及影像分

析技術(image understanding technology)，發展讓使用者透過網路進

行全文檢索的自動化機制，並研究付費制度的經濟性。 

4. 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統合科學文獻資料庫 (Federating Repositories of Scientific 

Literature)：於葛蘭傑電機圖書館(Grainger Engineering Library)建立

一個龐大的數位文件館藏及資料庫，架構出數位圖書館的測試環

境，發展檢索軟體並評估網際網路的使用，並以標準通用標註語言 

(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 簡稱 SGML)建構所有工程

及科學方面的文獻，藉以將文件標準化，並改善檢索效率。 

5. 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 

智慧型網路資訊搜尋者 (Intelligent Agents for Information 

Location)：密西根大學進行的是一項協調性研究計畫，整合校內資

訊工程、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心理學、社會學、以及大眾傳播等學

科的研究資源，建構實驗系統。透過對實驗系統的運作與評估，藉

此獲得操作及運作先進數位圖書館的經驗與模式。這項計劃特別重

視發展具有效能的方法，使得到的館藏資料能與使用者的檢索要

求，產生極高的相關性，並針對書目館藏，發展出一個 Z39.5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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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道，提供特別的檢索引擎(search engine)及介面。 

6. 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各類數位圖書館網路服務之整合機制 (Interoperation 

Mechanishs Among Heterogeneous Services)：史丹福大學致力發展包

含個別及不同類型館藏的全球圖書館(universal library)，使用

相同的工具去檢索大量隱藏在網路內部的不同資源及蒐藏。這個計

畫研究的三個主題是：資訊共享和通訊的模式、使用者介面、資訊

搜尋的服務。 

「數位圖書館先導研究計畫」的研究目標在於透過通訊網路，大

幅提升蒐集、儲存、組織數位資訊的方法，使其便於搜尋、存取、及

處理；讓使用者能以更便利的使用方式來檢索及取用資訊。 

1995年於華盛頓首府召開的網路資訊聯盟(CNI)會議中，包括美

國主要研究圖書館的 16 個圖書館宣佈成立國家數位圖書館聯盟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Federation），主要目的是在網際網路上執行

分散式的開放圖書館，期望以數位化與動態的方式，保存美國的文化

遺產，並與全球網際網路使用者共同分享。(註13) 

1998 年年初，繼第一期「數位圖書館先導研究計畫」之後，美

國政府提出「數位圖書館先導研究計畫」第二期計畫(Digital Libraries 

Initiative - Phase 2, 簡稱 DLI2)。本期計畫之贊助單位除首期計畫的三

個機構外，另增加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簡稱 LC)、美

國國立醫學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簡稱 NLM)、美國人

文學科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簡稱 NEH)、美

國聯邦調查局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簡稱 FBI)等四個機

構。本期計畫持續五年，補助方式分為兩類：單獨的研究項目，補助

期間為一至三年，經費上限為 20萬美元；跨學科研究項目，補助期

間為一至五年，經費上限為 120萬美元。(註14) DLI2除了著重數位

圖書館測試平台與數位內容之建置、管理、存取之相關研究外，亦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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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數位圖書館的可利用性。DLI2 鼓勵從社會與組織的觀點，進行使

用者與數位圖書館交互作用之相關研究，建立數位圖書館對包含各階

層學習者之新、舊社群的服務能力與機會。(註15) 

1998 年年底，NSF 公佈徵求國際性數位圖書館合作研究計畫，

此即為「數位圖書館國際研究計畫」 (Inter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Program, 簡稱 IDLP)。IDLP除延續 DLI、DLI2之研究重點與擴大國

際合作層面外，另著重於多國語言、文字與多元文化介面、容納異質

資料之分散式數位圖書館、互通性資訊系統、資料標準或規範、智慧

財產權、文化交流與社會影響等研究議題。(註16) 

NSF於 2000年開始國家科學數位圖書館計畫 (National Science, 

Mathematics,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Digital Library, 

簡稱 NSDL)，目標為建立經過評估，具備權威性與可靠性的主題資

料，以滿足包含終身學習之各級教育機構的教師與學生存取豐富的互

動教材與資源的需求。NSDL也透過提供智慧型的關聯資訊存取、對

教學資源進行索引與線上注釋等功能，強化實體圖書館的服務能力。

(註17) NSDL整合了 NSF所支持的其他數位圖書館計畫成果，提供一

個集中式的超大型學習資源庫，支援從基礎教育至終身學習的任何類

型的學習需求。(註18) 

美國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協會(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簡稱 IMLS)於 2001年發起一個數位圖書館論壇，討論包括

基礎建設、metadata、索引典與辭彙、教材內容充實等與數位圖書館

之建置與管理相關的議題。鼓勵透過跨機構之合作，建立一個包含豐

富之科學、歷史與文化教學資源，支援教育與學習的國家資訊入口網

站。IMLS亦與 NSDL建立緊密之合作關係，共同資助教學資源建置、

資訊利用者分析、metadata自動著錄與分類等相關研究計畫。(註19) 

加拿大方面，則有國家研究圖書館連線先導計畫（The Can-Linked 

Initiative）的推動，由加拿大研究圖書館扮演區域網路中心（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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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Center）的角色，協調並策劃國家的電子出版品與數位資料

轉換計畫。研究圖書館在聯邦政府的經費補助下，進行發展研究館藏

的數個測試計畫，並發表有關原件保存等特別課題。區域網路中心則

發展導航工具（Navigational Tools）以提供整合檢索分散式國家館藏

的途徑，並協調新服務、新資源、以及讓使用者進行訓練的網路傳遞

機制。(註20) 

歐洲方面，英國 De Montfort University的 Milton Kenes 分校自

1992年起開始進行 ELINOR電子圖書館計畫，計畫參與人員以圖書

館學科、文件檢索、以及自動索引等專長為主要背景，其計畫項目包

括儲存與檢索系統、版權協議、系統管制、付費機制、使用者需求與

滿意度、課程設計與教學應用等議題。英國國家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則自 1994年起將國家線上公用目錄(NOPAC)連結至聯合學術

網路(Joint Academic Network, JANET)上，此乃為符合 2000年資訊需

求的一項政策性目標，希望藉此改善資訊檢索技術，提昇圖書館對使

用者的服務品質。計畫中尚包含「電子購物櫥窗（Electronic Shop 

Window）」，以提供更多元化的圖書館產品與服務。1995年 10月起，

歐洲圖書館員聯盟（Conference of European National Librarians, 簡稱

CENL）會員國的國家圖書館合作進行歐洲國家圖書館閘道與橋接計

畫（Gateway and BRIdge to Europe's national Libraries, 簡稱 Gabriel），

建立通往歐洲各國國家圖書館資訊的閘道，希望透過單一的檢索點，

就可獲取歐洲各國國家圖書館的整合資訊服務。(註21) 

由英國聯合資訊系統委員會 (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 簡稱 JISC)資助 Strathclyde大學於 2001年 5月至 10月所

進行的資訊資源與學習研究平台計畫 (INveStigating Portals for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Learning, 簡稱 INSPIRAL)，目標為分析並

確認虛擬學習環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簡稱 VLEs)(註22)

與數位圖書館連結的相關議題。從高等教育、繼續教育機構與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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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出發，分析計畫參與者與學習者的需求；探討如何有效支援教

師運用數位圖書館的資源，設計、建置數位學習環境。(註23) 

日本政府結合國內 73個機關、單位與團體，花費十五億五千萬

日圓，共同合作開發的 ELNET日文資料庫系統，將 34種日文報紙及

250種以上雜誌的全文，以數位化影像儲存全文的內容（含照片、圖

表）於光碟系統。該資料庫目前以每年增加約 50至 60萬篇文章的速

度不斷擴充，使用者則可使用個人電腦透過網路查檢該資料庫的內

容。其他相關的「數位圖書館」計畫也正由日本政府及大學院校研究

發展當中，如日本奈良先端科學技術大學之 MANDALA Library 計

畫、以及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與情報技術推進會共同合作的電子圖書

館先導計畫等。(註24) 

1996 年起，北京地區陸續推動的幾個數位圖書館工程，將中國

大陸的傳統圖書館服務帶入了另一個嶄新的領域，「中國國家試驗型

數字圖書館計畫」(註25)、「北京超星電子技術公司與大陸數位圖書

館建設」(註26)、「瑞得超星在線圖書館」(註27)為其中較為幾個較

具代表性的發展成果。(註28) 

國內數位圖書館的發展，肇始於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 為了

加強人文社會客科學的研發與科學教育工作，從 1998年開始推動的

「迎向新千禧－以人文關懷為主軸的跨世紀科技發展」方案中的「數

位博物館專案計畫」。從事珍貴藏品數位化的機構主要有臺灣大學、

中研院、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科學博物館等。    

(註29)另外還有其它如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臺灣省立博物館、國立

科學工藝博物館、臺北市立美術館等單位，也均有數位化其部分館藏

文物之成果。地方文獻數位化是另一個全國性的計畫，目前仍持續進

行。其數位化的成果，除了分置各地文化中心(局)外，也分別儲存一

份在國家圖書館與國立台中圖書館。(註3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7 

二、數位博物館(註31) 

(一) 數位博物館的意義與內涵 

博物館起源於 17世紀末期，起初為王公貴族、富商巨賈等炫耀

財富的工具；其後為了回饋社會或教育大眾，而將私人的蒐藏加以公

開。維多利亞時代，認為倫理及信仰可以創造更美好的社會，因此設

立了許多機構來蒐藏藝術品，開放給大眾參觀，希望達到教化的目

的；至於學術研究以及休閒的目的則是後來才慢慢發展出來的。博物

館發展至今，在功能上並無太大的改變，在一般人心目中，參觀博物

館仍是一項高尚的活動。(註32) 

  隨著外在環境的變遷，博物館面對經費的持續緊縮、需求趨於多

元的觀眾及其它媒體或娛樂場所對大眾休閒時間的競奪，使得博物館

所保有的傳統文化機構的價值遭受質疑。(註33)博物館界開始思考博

物館的社會功能與定位，以迎向所面對的種種挑戰。結合數位科技的

視聽效果與網際網路的傳播能力，「數位博物館」將可能為博物館開

創出一個全新的服務領域。 

「數位博物館」一詞，各家看法莫衷一是、定義分歧，而「電子

博物館」（Electronic Museum）、「網路博物館」（Web-based Museum）、

「無牆博物館」（Museum without Walls）、「環球博物館」（Universal 

Museum）及「虛擬博物館」（Virtual Museum）等幾個相似的名詞，

也不斷出現。耿鳳英曾就相關的名詞加以說明：(註34) 

1.網路博物館 

        一般所謂的網路博物館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透過網際網路進入博
物館內電腦系統，取得想要的資訊或瀏覽館內的各種展示。⋯另一種網路
博物館的實體並不存在，完全是利用電腦程式所設計出來的虛擬博物館。
其中所顯現的建築、展示場、展品及藏品等，卻是設計者透過電腦媒體所
呈現的假象，⋯利用網路超越空間限制的特點，以及人們對博物館展示之
經驗式記憶，架構一個看起來像博物館，但卻只能在螢幕上出現的虛擬情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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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博物館網站 

        博物館網站和網路博物館在功能上有部分雷同，它也是利用網際網路
來架設博物館自己的網站，設計一個提供諮詢服務的網點，大眾可以透過
網頁上所設定的資訊或鍵入需求內容，找尋自己想要的資料或利用電子郵
件向博物館提出問題並尋求解答。 

3.虛擬博物館 

        楊中信博士對虛擬博物館的看法為：「利用科技方法營造逼真的效
果、虛擬人為的環境與物件，並將真實事物以虛擬方式呈現的一種博物
館」。就其字義而言，此一解釋與上述所言網路博物館中所存在者近似；
也就是說虛擬博物館其實就是網路博物館的一種。 

本研究採用我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技術彙編對「數位

博物館」的定義：「數位博物館係指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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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空

間模型虛擬製作等技術加以數位化與儲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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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博物館。」(註35)其定義與 Geoffrey Lewis 於

1996年提出，並獲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版（Britannica Online）收錄之

「虛擬博物館」的定義：「一個可透過電子媒介存取與歷史、科學或

文化相關的數位化影像、聲音檔案、文件及其他資料的集合體… 」  

(註36)，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博物館發展數位博物館、虛擬博物館的主要目標，在於有系統地

將博物館中長期累積之文獻報告、研究報告、幻燈片、照片、圖片、

錄音帶及錄影帶等多元化知識媒體資產加以數位化後，運用多媒體技

術依不同用途及使用者群之需求加以編輯組合，儲存在電腦伺服器

上，再經由網際網路傳播，各類使用者群便能不受地理限制地在全球

各地以互動的方式，擷取博物館中之各種資訊內涵。(註37) 

數位博物館與實體博物館在館藏性質、資訊處理、人才需求、館

藏呈現與功能價值上，具有以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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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實體博物館與數位博物館的差異 

館別  

特性 
實體博物館 數位博物館 

館藏性質 要有實際蒐藏品 具備數位化典藏 

資訊處理 整理、組織、分類其蒐藏品 
數位化典藏需經過整理、組織

與分類 

人才需求 主題專家與專業研究 
除了主題專家與專業研究，也

需要資訊專才 

館藏呈現 要有（規劃的）陳列行為 
以數位化規劃的方式，透過網

路進行典藏陳列、展示與傳播 

功能價值 
陳列的物品具教育及文化價

值 
典藏具有教育及文化價值 

資料來源：王美玉。「數位博物館入門」。數位博物館專業訓練課程（導論課程一）

(2001.4.11)。 

為了涵蓋並延伸實體博物館之展示、收藏、教育、研究等功能，

數位博物館之網站內容通常包含以下幾個部分：(註38) 

1. 網站沿革、成立目的等文字介紹。 

2. 展品：以類似實體博物館的展覽室方式陳列 

3. 資訊檢索：提供查詢功能，以使用者條件搜尋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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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媒體互動區：透過互動式的遊戲、動畫影片、圖片下載等

方式，讓使用者能夠更貼近數位博物館 

5.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平面或立體 

6. 教學、教育素材 

7. 網站導覽地圖、最新消息、討論區、問題與回答⋯ 

    數位博物館存在的價值，在於透過現代科技，給予使用者一個高

自主性的多媒體互動環境，不再有開放時間與展示空間的限制。而隨

著資訊科技的更新與通訊技術的發展，數位博物館的服務功能，更將

不斷翻新與提升，有效地達成文化的保存、傳播與教育的目的。(註39) 

(二) 各國數位博物館發展概況(註40) 

  數位典藏的觀念，自 1990年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開始進行美國

記憶(American Memory)計畫開始，逐漸受到各國政府與全球博物

館、圖書館等文物典藏機構的重視。 

「加拿大數位典藏」計畫是由加拿大政府工業部主持的國家級計

畫，目標是把該國重要的典藏文物資料，轉換成資訊高速公路上的數

位化展覽品，並提供線上教學資源。 

歐洲方面則有教廷梵諦岡博物館、巴黎羅浮宮、倫敦國家藝廊、

大英博物館等著名機構，進行數位化典藏計畫。歐洲眾多的中小型博

物館，則仰賴產業、研究機構與大學支援進行數位化，如歐盟(European 

Union)贊助法國資訊與自動化研究院(INRIA)進行的 Aquarelle計畫，

支援歐洲各國博物館與相關機構透過網際網路，彼此分享數位典藏。 

日本最知名的數位博物館計畫，是由 IBM 東京研究所與日本民

族學博物館合作的「全球數位博物館（GDM）計畫」。本計畫是以博

物館教育為重點，其內容主要是支援網路上檢索不同的數位典藏資

料，互動式的網路瀏覽、編輯等，參與的機構還有大英博物館與康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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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大學。1996年，日本政府貿工部（MITI）支援資訊技術策進署（IPA）

及資訊處理與發展中心（JIPDEC）等單位，進行一項為期五年的「次

世代數位典藏系統研究與發展專案」，以數位典藏相關科技與雛形系

統為研發核心，目標在建立下世紀資訊流通中心的數位典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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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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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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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數位博物館的未來發展 

數位化與全球化的浪潮，使得知識內容產業，成為主控經濟發展

的明日之星，各先進國家莫不傾力支持，以求掌握隱含的巨大商機。

另外一方面，社區意識的抬頭，則促使區域性的文化反省與社區改造

的發生。 

隨著實體博物館的社區化，數位博物館更具有社區化的先天優

勢。只要有心，甚至透過個人的力量，即可建立一個反映社區價值的

數位博物館，彰顯社區居民的生活理念與創造力。「加拿大數位典藏

計畫(Canada Digital Collections)」即是由聯邦青年就業計畫（Youth 

Employment Strategy）提供資金，讓十五至三十歲的加拿大青年，藉

由數位化典藏文物資料的工作，學習多媒體製作等知識產業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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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大的成就，在於從事社區文物數位化工作的過程中，透過社區居

民的互動，營造出嶄新的社區文化。 

二十四小時經營的書店、網咖，逐漸成為現代生活的一部分。博

物館基於經營成本與安全的理由，難以比照辦理。但透過網際網路，

數位博物館的網站系統，依然能夠全年無休，對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所

發出的需求作出回應。實體博物館可以透過數位圖書館的建置，延伸

服務的廣度與深度。而許多原生型的數位博物館、虛擬博物館更是以

極小的資本投資與突出的創意，在網際網路的虛擬空間中，獨樹一幟。 

國際博物館協會首任會長 Georges Henri Riviere曾為博物館下過

一個定義：「一個生態博物館應是由地方公權力單位與民眾共同運籌

的機構，它是一種當地居民對自身的省視，博物館中的映像是一個地

方對斯土斯民從過去到現在的一種文化解釋」。(註43)不論是大型的數

位典藏計畫，或是社區型、個人型的數位博物館網站，都能突破地理

疆界，促進不同文化的彼此了解與尊重，進而提升人文關懷的視野，

維護個別文化的多樣性與健全的發展。 

 

三、建構數位圖書館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數位圖書館的建構與管理，涉及資源建立、智慧財產權保護、資

訊檢索、資源維護等四大部分。美國國會圖書館依據其在 American 

Memory 先導計畫 (1990-1995)及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Program 

(1995-2000)上之經驗，認為建立一個有效率的「數位圖書館」時，一

般會面臨以下十個挑戰：發展更進步的科技來數位化各種資料；設計

各種搜尋和檢索工具，以彌補資料描述之不足；設計使用者也能對數

位館藏的描述給予貢獻的機制；建立能跨越異質資源與異質系統的協

定和標準；研擬一套能合法取得、複製以及傳播數位資源的典範；整

合實體館藏和數位館藏的檢索和取用；發展一致展現異質資源的方

式；滿足各式各樣使用者不同程度的資訊需求；針對個別使用者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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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格式的需求，提供更有效且更具彈性的轉檔工具；發展經濟地建立

與維護數位圖書館的模式。(註44) 

國內亦有實務工作者對「數位圖書館」之資料轉換、版權問題、

資訊安全、儲存媒體(註45)，及使用者研究與教育、即時性服務、數

位資料館藏發展(註46)等各方面的問題提出看法： 

(一) 資料轉換 

根據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研究顯示，至 20世紀末，新的出版物將

有 98%會以數位化的形式發行，電子出版品將成為出版界的主流。至

於舊的資料則需進行數位化的轉換工作，資料轉換常面臨下列問題： 

1. 經費負擔 

歷史性資料數量龐大，數位化工程所費不貲，如美國國會圖書館

預計耗費六千萬美元，於 2000年完成五百萬份文件的數位化。 

2. 數位化技術的選擇 

數位化的技術種類繁多，如重新鍵入、OCR、影像掃描等方法，

使用何者為宜，解析度高低等，都是轉換前必須先審慎研究的課題。 

3. 文件標準的引用 

中文字集採用 Big5 或 Unicode？網路文件標準採用 HTML 或

SGML？資料描述使用 MARC、GILS或 Dublin Core？這些因素在轉

換資料時必須進行整體的考量。 

4. 文件失真 

文件在數位化轉換過程當中，需考慮壓縮比與資料失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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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版權問題 

圖書館為提升讀者查詢利用各類資訊便利性，除了將原有的書目

記錄、期刊目次加以數位化提供讀者使用外，尚需進行摘要或全文資

料的數位化。就法律觀點而言，摘要或全文是受著作權法的保護，除

了「合理使用」規定外，未經原作者同意是不得將別人的著作加以重

製、傳播的。由於網路具有快速傳播的能力，網路上的資訊非常容易

編輯、複製與傳遞，如何保障資訊生產者的智慧財產權，就顯得十分

重要。對於使用者來說，數位圖書館的便利，節省了大量的時間、成

本，但是對創作者而言，其著作權不受重視與保障，勢必降低其創作

的動力。如果網路上的智慧財產權不能得到合理的保障，相關的法律

不夠完備，則整個資訊的生產及傳播勢必受到極大的影響，數位圖書

館將難以持續推動與建立。 

(三) 資訊安全 

資訊安全，包含了資訊的機密性(confidentiality)、完整性(integrity)

與真實性(authenticity)，如何提供一個安全、正確的資訊環境，避免

資訊被任意竄改，防止有心人士刻意散播不實資訊，是非常重要的，

資訊安全在「數位圖書館」的運作上，必須加以特別重視。 

(四) 儲存媒體 

龐大的資料量需要龐大的儲存空間，以現在電腦技術的發展來

看，儲存空間將只是暫時的限制而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儲存媒體

的保存年限，例如磁帶的保存年限約為十五至二十年，而最耐用的唯

讀光碟，其壽命也不過是三十年左右。唯有不斷地進行資料複製與備

份，才能確保資料的穩定性，因此在長期保存方面，還是存在著許多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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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使用者特性不易掌握 

服務對象不再侷限於到館的讀者，所有網際網路的使用者，皆可

能對圖書館提出服務需求。圖書館如何針對本身的特色與能力，掌握

特定社群的資訊需求，成為圖書館非常大的挑戰。 

(六) 「使用者付費」觀念推廣 

圖書館必須讓使用者接受、適應「資訊計費」的觀念。 

(七) 取用權與擁有權之考量 

「數位圖書館」的館藏同時採「實體」與「虛擬」方式進行。除

了以本身館藏為服務資源外，亦以網際網路資源為蒐集範圍，圖書館

面臨資訊「取用權」與「所有權」的兩難抉擇。 

(八) 即時性服務壓力 

使用者提出需求後，圖書館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透過館外之網

路資料庫或本身數位典藏，完成使用者的要求。 

(九) 資訊爆炸與遺失 

資訊快速的生產與傳播，除了資訊爆炸的問題外，圖書館也會因

為書目控制不佳、資訊未能即時儲存、資料壓縮與還原失誤、資料解

讀方式不一、使用週邊設備不良、檔案儲存方式不一、資料容易篡改

等原因，導致資訊的遺失。 

(十) 圖書館財務規劃及管理能力 

當所有基本資訊可經由網際網路取得時，圖書館的其他功能漸趨

重要。這種現象將影響圖書館的預算編列方向，並迫使圖書館對一些

新的服務收取費用。圖書館應逐漸加強財務來源規劃及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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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位時代的圖書館服務  

網路與電子資源的興起，影響了人們尋求資訊的行為及學習知識

的方式。「數位圖書館」除了是一個「資訊中心」(Information center)，

更應該是無所不在的「知識中心」(Knowledge center)，甚至是人人可

用的「智慧中心」(Intelligent center)。(註47)在新科技的衝擊與傳統

情境的交錯之下，圖書館的角色定位，亦須隨之進行適當的調整，以

因應數位時代的讀者資訊需求。圖書館原有之功能，必須賦予新的方

向，以延續圖書館為讀者服務的根本使命。(註48) 

(一) 資訊蒐集：兼容擁有(ownership)與取用(access)的觀念。蒐集資料

的方式逐漸趨向「自動化」。 

(二) 館藏典藏方式：分為實際與虛擬二種方式。前者指圖書館本身的

館藏，後者則泛指圖書館可透過網際網路而取得之資訊資源，視

為館藏的延伸。 

(三) 資訊組織方式：重新檢視分類編目的功能與做法，同時對網際網

路上，各類資訊組織方式(如 archie、gopher、WWW)進行評估，

以期能「自動組織」各類資訊資源，提高讀者資訊檢索品質。 

(四) 讀者利用教育：除了圖書館本身的館藏與服務之外，尚包含網路

入門指引與電子資源利用教育。在方式上，除了傳統面對面的溝

通、晤談方式之外，更可引進各類新式通訊科技，進行網路同步

或非同步指導活動。 

(五) 資訊傳遞方式：圖書館的資訊傳遞方式，可由被動地等待讀者到

館使用館藏，逐漸邁向主動的電子傳送，提供更即時性的個人化

資訊推播服務。 

(六) 資訊加工與呈現：審慎評估各種檔案之轉換格式標準與相關技術

發展，期使讀者可利用簡易、免費的工具(如網頁瀏覽器)、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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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者介面，便能夠取得散佈各地的資料。 

(七) 資訊篩選與過濾：圖書館可憑恃著對讀者與資料之了解，運用更

有效的資訊科技產品，為讀者提供資訊篩選與過濾服務。 

(八) 平等的資訊提供：圖書館必須提供各項免費、或低廉的資訊與設

施，供讀者使用，以消弭資訊貧富差距為天職。 

除了賦予傳統服務新面貌外，圖書館在數位時代中，亦有新的任

務待發揮：(註49) 

(一) 資訊生產：除了將館藏資料數位化之外，同時進行所在地的資訊

蒐集、數位化，建立獨一無二的「本土化資料庫」。大學圖書館、

專門圖書館等學術型圖書館，更可以扮演出版商的角色，從事學

術作品的生產、加工與行銷。可掌握學術資料的生產、蒐集、組

織、典藏、傳遞、行銷等過程，提昇使用者利用與傳播資訊的效

益。 

(二) 資訊仲介：對於圖書館以外的資訊資源，必須有充分的了解，才

能突破本身館藏質、量的限制，迅速滿足讀者的資訊需求。同時

由於各項資訊與服務之計費方式各異，圖書館可代表使用者與資

訊或服務供應者進行協商，取得一個較合理的收費。 

(三) 資訊服務站：對缺乏進入網際網路之能力與設備的使用者而言，

圖書館可以扮演資訊服務站的角色，讓每個資訊尋求者，都有平

等取得資訊的機會。 

(四) 資訊社群經營：透過「數位圖書館」全年無休的線上服務機制，

運用使用者使用記錄分析與資料倉儲與資料探勘技術，依照使用

者的資訊需求偏好與資訊利用特性，協助各類資訊社群的建立與

經營。類似留言板或討論區等群組討論功能，可促進資訊社群的

成員與成員之間，及不同的資訊社群之間的互動與合作。「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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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也能由資訊社群成員的意見回饋，修訂館藏與服務發展

的方向，成為一個能與接受其服務的資訊社群一起成長的學習型

組織。(註50) 

「數位圖書館」需要有能掌控數位化資訊資源的專業館員，扮演

以下的角色：文件維護者、買方、參考館員、監督者、仲介者、指導

者、規劃師、預算家、電腦維護人員、科技鑑定者。在新加坡研擬的

「圖書館 2000年」(Library 2000)中，列有一表，認為未來的圖書館

員應具備以下的能力：資訊檢索（線上和新媒體）、附加價值服務（資

訊分析、資訊再包裝和資訊傳遞）、資料庫製作（內容確定和索引摘

要以利檢索）、資訊科技（資訊檢索、文件製作及趨勢報告）、專門學

科知識、公共關係、高深索引技術、資訊資源的廣泛知識、資訊檢索

技能、研究方法、分析/寫作技能、資訊科技及系統知識、讀者服務

等。(註51)Borgman從全球資訊基礎建設的宏觀角度，提出新世代的

圖書館員所需的技能包括：(註52) 

� 圖書管理：選擇、收集、組織、保存、維護、以各種媒體提供資訊存取。 

� 管理技能：管理大型、複雜與不斷發展的組織。 

� 科技應用：設計、管理與訂定科技應用策略。 

� 學術知識：瞭解各類學門的原理、方法與實務。 

� 教育職能：教學法、規範、學科專門技術。 

� 策略制定：智慧財產權、基礎建設、科技應用。 

� 構築願景：圖書館在教學、研究、基礎建設的國家與全球策略中的角色。 

「數位圖書館」的發展使得「將最適當的資訊，在最適當的時間，

提供給最需要的人」之理念更向前邁進一步。透過數位館藏的建立，

經由網際網路以電子郵件、檔案傳輸等方式，將可迅速提供讀者所需

的資訊，使得圖書館的服務範圍無限延伸。通信、網路的發達，除了

帶給普羅大眾便利的通訊功能，同時亦提供了即時資訊存取的門徑。

雖然網路上的資訊品質良窳不齊，但其活潑、多樣化與即時性，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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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為追求流行、口味多端的網路族群所接受。另外一方面，愈來愈

多的營利機構，透過網路，針對目標讀者，提供最符合需求的資訊服

務。於此同時，圖書館可能受限於經費的短絀、人員的技術落後、設

備的老舊，而成為知識經濟的傳統產業。面對資訊尋求模式與知識傳

播的結構性變化，否定或逃避網路科技所帶來的衝擊，只會延宕改革

的腳步，失卻轉型的契機。圖書館因應之道，在於審視本身的優勢與

弱勢、外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強化館員的資訊服務技能，提高組織

對新興科技的適應度與轉化能力，使圖書館的存在不被排除於主流價

值之外。更進一步的，利用日益便利的網路與資訊科技，擴大原有館

際合作的範圍與服務品質，建立高效能的全域性圖書館網路與虛擬圖

書館服務，隨時隨地滿足讀者的需求。屆時，圖書館將不再僅是知識

仲介的角色，而成為知識生產線的一環；以兼容豐富紙本館藏與即時

電子資源的複式經營策略，創造更具競爭力的圖書館經營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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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路教學 

一、網際網路與遠距教學 

教學型態不斷受到科技演進的影響，進而衍生出各種不同的教學

方法與情境。1950、1960 年代，教師以粉筆、板擦等工具，與學生

以面對面的方式，進行教學。1970 年代，錄影帶成為輔助教學的重

要工具。1980 年代，開始了以衛星傳訊的隔空教學，及以電腦輔助

教學軟體，協助學習活動的進行。(註53)從 Tim Berners-Lee 在 1989

年，於瑞士日內瓦高能粒子加速器研究中心 (European Center for 

Nuclear Research, 簡稱 CERN)，引進超文字(hyper text)概念，提出全

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簡稱WWW或 Web)的構想開始；美國伊

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內的美國高速計算機應用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upercomputing Applications, 簡稱 NCSA)繼而發展出Mosaic網路瀏

覽器，其後網景公司發表 Netscape Navigator 與微軟公司的 Internet 

Explorer問世。配合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強大連接能力，全球資訊網

可以不受空間與時間的限制，提供文字、圖形、聲音、影像等多媒體

資訊；此種多元、即時、便利、互動的特性，非常適合做為建置教學

資源的平台。(註54)學者顏榮泉便指出，全球資訊網具有資訊內容多

元化、知識體系彈性化、知識庫充分運用、自主化的學習環境、高度

互動的溝通環境等重要特性；全球資訊網不僅可呈現多元化的教材，

學習者也可依個人的學習經驗與進度，進行自主性的學習活動，探索

不同面向的知識體系。(註55)因此利用網路實施遠距教學，即形成當

前非常盛行的網路教學系統運作模式。 

網路教學系統依播送時間之不同，可分為同步(synchronous)遠距

教學系統與非同步(asynchronous)遠距教學系統。兩者之異同，比較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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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網路教學系統比較 

同步遠距教學 非同步遠距教學 種類 

項目 
即時群播 課程隨選 虛擬教室 

資料格式 影音視訊 影音視訊 文字、圖形、聲音 

電腦系統 I/O與運算並重 以 I/O為導向 以 I/O為導向 

管理工具 多媒體輔助工具 多媒體輔助工具 資料管理工具 

系統軟體 即時作業系統 即時作業系統 多人多工 

建置成本 高 高 較低 

教學互動 即時互動 師生互動極低 
討論區與留言版

可提供部分互動 

學習步調 學習者無法控制 由學習者自訂 由學習者自訂 

資料來源：黃武元、施勝忠，「網路教學系統規劃」，生活科技教育 34:10 (2001

年[民國 90年])：24。 

 

二、各國大學發展網路教學概況 

網際網路的便利性，與全球資訊網的風行，促使各國大學開始利

用網路進行遠距教學的研究與推廣。向執資訊與通訊技術牛耳的美

國，自 1995年起，即開始投入網路教學之發展，其中較為著名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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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如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簡稱

UIUC)Sloan中心自 1995年開始進行的非同步學習計畫(Sloan Center 

for Asynchronous Learning, 簡稱 SCALE)，主要目的則是為了提供教

師一個與以往之教學環境有所不同的網路平台，以提升校園教學的品

質與效率。 (註56)馬利蘭州立大學系統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niversity College)的 Adelphi 校區，七萬名參與推廣教育學程的成

人，約有六萬人在網上進行學習活動；(註57)其所提供的網路課程包

括 17種碩士學位課程，17種學士課程。(註58)1976年籌設，1978年

正式成立的美國第一所虛擬大學－鳳凰城大學 (University of 

Phoenix)，目前已擁有橫跨 23個州的 117個學習中心；在其十二萬五

千多位學生中，超過四萬五千人透過線上學習方式上課。(註59) 

Carol Twigg與 Michael Miloff針對資訊與通訊技術進步、知識工

作重要性與日俱增等變動快速的社會與經濟環境，分析其對美國教育

體系與學習情境所產生的改變，在 1998年提出「全球學習基礎建設」

（global learning infrastructure）的概念。Twigg與 Miloff發現下列現

象將導引美國的教育體系徹底轉型：(註60) 

� 學生人數持續增加，各類型擁有不同經驗的學生，尤其是婦女、年長者、
少數民族等，要求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 

� 學習被視為工作的一部分，教育單位必須提供非以校園實體教室為中心
的彈性化學習方式。 

� 在變動快速的知識經濟環境下，知識極易過時，知識工作者必須持續更
新專業知識。強調「學習如何學習」（learning to learn）的「終身學
習」成為必然的趨勢。 

� 教育單位必須重視不同類型學習者的經驗與背景，提供具選擇性且針對
不同學習方式，量身訂做的學習程序。 

� 除了高等教育機構外，擁有特定知識的私人公司或公共事業，也利用原
本做為內部訓練使用的資源，投入外部的教育市場。 

� 教育單位受限於固定預算壓力，必須增進效能與效率。 

� 學生將如同消費者般，選擇在何處與如何接受教育，而不再侷限於單一
的教育機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3 

Twigg與Miloff認為資訊與通訊技術具有提供上述現象解決方案

的潛在優勢。因為透過資訊存取成本不斷下降的網際網路，無論在何

處，學生可使用網路瀏覽器與搜尋引擎，根據本身學習的進度，隨時

取得所需的教材；教師與學生亦可透過網路，進行跨國的學習與交

流。在 Twigg與 Miloff所構想的「全球學習基礎建設」架構下，學生

所面對的，將是一個以學生為中心，允許學生自行決定學習步驟，具

備教師與學生或同儕線上合作解決問題機制，強化資訊素養等終身學

習能力，且能動態呼應學生需求之互動式的「數位學習環境」。(註61) 

    由美國國會成立的Web-based Education Commission，於2000年末

向美國總統與國會提出的研究報告，強調大學校園充斥著越來越多為

了取得資訊應用技能，而參加短期課程的社會人士；企業也積極與大

學洽商對內部員工進行繼續教育的方案。網際網路可以打破以往固定

上課時間與地點的限制，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報告結論要求美國國

會與美國政府，將e-learning列入美國聯邦教育政策的執行重點，投入

更多的經費，協助各級公、私教育機構建置與網際網路連線之寬頻線

路、培養教育機構教職員資訊技術應用能力、建立高品質的線上學習

系統與數位內容、贊助網路學習產業之發展。(註62) 

隔海的英國，成立於 1969年，以遠距教學著名的英國開放大學

(Open University)，也透過全球資訊網提供各類教學課程，目前擁有

十三萬名線上學習的學生，其中還包括來自 43個國家的三萬個海外

學生。(註63) 

我國自民國 83年 8月，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簡稱 NII)專案小組成立開始，即著手推動遠距教學環境

的相關建設與推動。臺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校，在教育部

的支持下，所參與推動的「遠距教學先導系統」，更引領我國正式邁

入「網路教學」的時代。(註64)民國 88年 4月，教育部通過「專科以

上學校開辦遠距教學作業要點」，除同步上網課程之外，亦承認非同

步網路教學課程學分。民國 90年 6月公佈「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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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規範」，進一步規範遠距教學課程之學分採認標準與教學課程評

鑑規定。 

至民國 90年止，臺灣地區已有 95所大學校院開辦網路教學，種

類包括校園課程的輔助教學，如臺灣大學非同步教學課程、政治大學

遠距教學網；網路學分班課程，如臺灣大學、中山大學網路學分班、

政治大學 EMBA網路學分班；惟目前尚未發展網路學位課程。(註65) 

 

三、大學圖書館與網路教學  

高等教育為了因應社會需求與經濟型態的變遷，必須進行改革。

其中最顯著的兩個議題，為終身學習與科技的影響。終身學習的意涵

包括強化基礎教育；提供更為普遍、多元與彈性化的高等教育，以培

養獨立的學習者；破除招收資優學生的迷思，建立以培養優秀的畢業

生做為教育品質評量的新觀念；增加教育與訓練機會，降低教育成本

支出。終身學習的意涵是一個對教育之「普及」、「品質」、「成本」三

大課題的「永續」挑戰，而科技的進步，則可以幫助大學以較大的普

及率、較高的品質與較低的成本，滿足社會整體對終身學習的需求。

(註66) 

大學圖書館主要任務在於建立豐富館藏與提供資訊服務，以支援

大學教學、研究與推廣服務等活動。除了大力發展圖書館利用教育，

培養學生資訊應用能力；大學圖書館更大量引進線上資料庫、電子期

刊、電子書等數位出版品，以豐富館藏資訊資源。隨著大學對網路教

學的重視與發展，大學圖書館也開始積極推動網路教學服務。(註67) 

1996年，美國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簡稱 ARL)為了瞭解研究圖書館參與遠距教育狀況、對遠距使用者所

提供的服務內容、與遠距學習機構之管理與支援程度，對其會員進行

了一項「圖書館員在遠距教育扮演的角色」調查(Role of Librarians in 

Distance Education)，回覆的 74所圖書館中，有三分之二的大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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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育，43 所圖書館參與遠距教育支援，多數圖書館提供支援遠

距學習服務。2001年，Kate E. Adams與 Mary Cassner繼續針對美國

研究圖書館學會會員，進行「學術圖書館提供遠距學習者網站內容與

設計：對 ARL會員圖書館的分析」研究調查發現，有 48所圖書館提

供遠距學習圖書館服務。與 1996年的調查結果相較，不但提供網路

教學相關服務的圖書館數目增加，在網站的內容上，也更形豐富；包

括聯絡資訊、任務說明、服務與資源，並且多可連結圖書館館藏與服

務主網頁。服務內容涵蓋電子資源、文件傳遞與資訊取用、參考服務、

圖書館利用教育等。(註68) 

英國方面，分別於 1994年與 1998年對大學圖書館進行網路使用

教育調查，發現英國大學圖書館已逐步利用網路補充使用者教育。在

68所圖書館中，已有 11所圖書館將教育內容即時置於網站，約有百

分之十的圖書館完全透過網路提供使用者教育。(註69) 

網際網路與全球資訊網雖然提供了大學圖書館低成本、高效率的

資訊資源傳播與服務管道，卻也讓愈來愈多大學生選擇在宿舍、電腦

中心或網咖(cybercafe)使用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取得所需資料，因

此使得大學圖書館的使用率大幅滑落。以美國愛達荷大學莫斯考校區

為例，該校圖書館的使用人次及圖書借閱率自 1997 年以來已下降

20%；預約借書率下降 60%。相反的，自 1999年起該校學生閱覽網

上電子資料的比率上揚 350%；期刊資料庫搜尋率則暴增至 800%。 

(註70)大學圖書館面對網際網路上各類看似可迅速取得，卻讓使用者

必須花費更多時間與精神進行過濾與整理方可使用的網路資訊，應該

發揮資訊組織與分析的功能，提供適當的圖書館服務與網路資源，以

滿足大學發展網路教學之資訊資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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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藝術類網路教學資源之應用 

網際網路上豐富的資訊，已逐漸成為各級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之

重要的教學工具與素材來源；透過有系統的資料整理與運用適當的資

訊科技，即可提供深度與廣度兼具的藝術教學資源服務。以下列舉數

例，說明網路與資訊科技，在教學素材資料庫、教學資源交流、虛擬

博物館系統、線上教學系統、網路資源整理、數位內容典藏資料庫等

教學資源的應用。 

一、教學素材資料庫 

SPIRO－Architecture Visual Resources Library Image Database(註71) 

1. 網址：http://www.mip.berkeley.edu/spiro/ 

2. 簡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之建築視覺資源圖書館（Architecture 

Visual Resources Library, 簡稱 AVRL）擁有超過二十五萬筆幻燈片

與一萬五千筆照片資料，SPIRO 為其視覺化線上公用目錄系統。

校內師生可隨時取得 SPIRO資料庫中的大型圖檔，做為教學、簡

報的素材。 

3. 內容：至 2004年 1月份止，已建立超過六萬三千筆幻燈片影像資

料連結。SPIRO資料庫中的影像資料來源，分別來自圖書(33%)、

期刊(11%)、捐贈(38%)及向幻燈片供應商購買(18%)。 

4. 目標：方便教師與學生透過網路、在家裡或辦公室準備上課、簡

報所需的影像資料。 

5. 研發單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之「博物館資訊化專案」(Museum 

Informatics Project, 簡稱MIP)負責系統與程式撰寫。 

6. 檢索與人機介面：提供歷史時期或主題、地點、個人或團體名稱、

物件名稱、主題詞、影像資料來源、影像資料識別號碼等七個可

單獨使用，亦可合併使用的檢索點。 

7. 適用對象：SPIRO 目前允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教師與學生，

透過校園區域網路下載資料庫內的影像資料；對網際網路上的其

他使用者而言，SPIRO僅提供公用目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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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資源交流 

The Canadian Electronic Clearinghouse for Music Instructional 

Resources, CECMIR(註72) 

1. 網址：http://ace.acadiau.ca/score/cums/intro.htm 

2. 簡介：加拿大阿加底亞大學音樂學校(Acadia University School of 

Muisc)所建立之音樂教學資料交換系統，可接受各類型文件檔案與

圖形檔。 

3. 內容：各種音樂教學的工具程式、樂譜、教學方法、測驗等教學

資源。 

4. 目標：促進大學院校教師分享彼此所建立與發展的音樂教學素材

與資源。 

5. 研發單位：由阿加底亞大學音樂學校副教授 Gordon J. Callon博士

建置與維護。 

6. 檢索與人機介面：利用網路瀏覽器，利用檔案傳輸協定(FTP)，使

用者在各個子目錄下，即可透過上載或下載方式，進行作品交流。 

7. 適用對象：CECMIR主要服務對象為加拿大音樂學校之教師，提

供音樂教學資源之分享平台。全球對音樂教學素材有興趣之使用

者，皆可下載網站上之音樂教學資源與工具。 

 

三、虛擬博物館系統  

National Gallery of Art(U.S.A.) online tours  

1. 網址：http://www.nga.gov/onlinetours/onlinetr.htm 

2. 簡介：美國國家藝廊建置之線上藝術作品鑑賞系統，可以主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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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系統，取得館藏藝術作品之相關資料。 

3. 內容：包括館藏、藝術品深度研究、建築學與虛擬展示等四個導

覽項目。 

4. 目標：藉由線上導覽，引領使用者深入瞭解其館藏作品之創作方

式、藝術價值等背景知識。 

5. 檢索與人機介面：提供藝術家姓氏、作品名稱、主題、出處、館

藏編號及包含藝術家名稱、創作日期、風格等項目之複合檢索選

項。 

6. 發展狀況：檢索系統可查詢超過十萬件之所有館藏作品資料，其

中三千件提供全螢幕顯示，三千六百件提供作品細部展示，且數

量仍持續增加中。(註73) 

 

四、線上教學系統 

(一)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終身學習光碟網路版 

1. 網址：http://www.arte.gov.tw/chinese/lifelong/l_index.html 

2. 簡介：以多媒體方式，呈現各藝術領域之起源、演進、創作理論、

代表人物介紹等背景知識，配合線上教學單元之設計，提供使用

者藝術欣賞入門之學習教材。 

3. 內容：包括「書法的奧秘」、「藝術生活 DIY」、「舞在台灣」、「舞

蹈欣賞－現代舞系列」、「戲劇欣賞－兒童劇系列」等終身學習光

碟網路版。 

4. 目標：以多元面貌進行藝術教育推廣，除對學校藝術教育、社會

藝術教育、專業藝術教育之開展與加強外，亦建立國人「活到老、

學到老」之終身學習理念，達成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的理想。(註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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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索與人機介面：各教學課程以單元主題串連，使用者可自由依

序或隨機點選。另提供全文檢索功能，使用者可以關鍵字檢索教

學課程中，所有單元之網頁內容。 

6. 軟體需求：網路瀏覽器必須搭配 Flash Plug-in與 QuickTime軟

體，始可正常呈現網站之多媒體資料內容。 

(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遠距教學 

1. 網址：

http://www.npm.gov.tw/omniedu/palace_museum/3_b_banner/index2

_all.htm 

2. 簡介：國立故宮博物院與教育部合辦之中華文物研習的網路學習

課程。 

3. 內容：提供包括「工藝製作」、「防治修護」、「鑑賞保存」等三大

類共 14種課程。 

4. 目標：為增進相關文物工作者對文物賞析、保存及製作技術的認

識，以有效維護文物，並提昇對文物的鑑賞力，進而發揚中華優

良文化。(註75) 

5. 檢索與人機介面：遠距教學網頁提供課程名稱、課程簡介、主講

人姓名等資料，使用者可依興趣點選所要觀賞的課程內容。各課

程網頁，則臚列單元名稱，由使用者自行選擇。課程以文字資料

配合網路影音播放方式進行。 

6. 軟體需求：網路瀏覽器必須搭配 Flash Plug-in與 RealPlayer軟體，

始可正常呈現網站之多媒體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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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路資源整理 

臺灣省文化基金會文化網路資源主題整理  

1. 網址：http://www.tpec.org.tw/ 

2. 簡介：以主題分類架構，呈現各類文化網路資源。 

3. 內容：提供包含藝術、美術、戲劇、音樂、影視藝術、舞蹈、攝

影、雕塑、技藝、古蹟、建築、圖案、文化人物、藝術教育、文

學、組織機構、文化出版品、文化活動、文化綜合網站等主題網

路資源簡介。 

4. 目標：以主題分類方式，便利使用者取得藝術文化相關主題之網

路資源指引。 

5. 檢索與人機介面：各網站資料依主題類別，以樹狀方式呈現。網

站另提供文化資源搜尋功能，使用者可以關鍵字、網站名稱、著

者、內容簡介等條件進行檢索。 

6. 系統特色：透過資源網頁主題式資源索引與網站之簡介、連線狀

況等資訊，可讓使用者先行判斷網站內容與自身資訊需求是否相

關，提升使用者網路搜尋的效率。 

 

六、數位內容典藏資料庫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料庫(註76) 

1. 網址：http://nrch.cca.gov.tw/ 

2. 簡介：文化建設委員會整合各級文化機關之公藏文化資料與民間

收藏資料，保存與呈現各類文化資產之數位內容典藏資料庫。 

3. 內容：提供包含美術、音樂、戲劇、舞蹈、文學、建築、電影、



第二章  文獻探討  

 41 

新聞、辭庫等數位內容。至民國 92年 3月止，國家文化資料庫已

徵集老照片類資料約四十萬筆，美術類資料約一萬三千筆。 

4. 目標：提供文化資料累積、共享與利用機制，呈現國家文化資產。 

5. 檢索與人機介面：網站數位內容資料依作品表現型式分類，各頁

面提供個別作品型式之全文與標題之布林邏輯運算檢索，另提供

整合、作品、人物、地點、時代之資料庫檢索功能。 

6. 適用對象：國家文化資料庫豐富的文化資料內容，可供一般民眾

瀏覽與欣賞，瞭解本國文化資產的梗概。多樣化的資料庫檢索工

具與詳細的 metadata，可便利學術界進行特定主題資源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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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 
專案計畫發展與系統功能分析 

一、臺灣藝術大學現況(註77) 

臺藝大於民國 44年創校，前身為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民國

83年升格為學院，90年改名為大學。目前學院部設有戲劇學系、圖

文傳播藝術學系、美術學系、雕塑學系、廣播電視學系、電影學系、

工藝設計學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傳統工藝學系、音樂學系、中國

音樂學系、舞蹈學系、書畫藝術學系、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等 14個

學系；進修推廣部設有進修學士班與二年制在職進修專班。進修學士

班設有美術學系、戲劇學系、廣播電視學系、工藝設計學系、書畫藝

術學系、電影學系、中國音樂學系、圖文傳播藝術學系、視覺傳達設

計學系、舞蹈學系等 10個學系；二年制在職進修專班設有中國音樂

學系、舞蹈學系、 工藝設計學系、美術學系、戲劇學系、廣播電視

學系、書畫藝術學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等 8個學系；研究所設有造

形藝術研究所、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多媒體動畫藝術研究所、表演

藝術研究所等 4個研究所，全校學生人數近四千五百人。 

歷屆校友二萬餘人。畢業生主要投入各藝術專業領域從事創作、

研究與創業，或是於國內外升學持續深造探研，部分修習教育課程學

分者則從事教職。其歷屆校友在國內外藝文相關工作崗位上，均有極

為優異的表現，揚名國際的知名導演李安、侯孝賢、丁善璽，以及馬

水龍、朱宗慶、李泰祥、陳澄雄、黃光男等，都是該校傑出校友。臺

藝大為國內藝術領域學門最完整、歷史最悠久之藝術高等教育學府；

所造就之人才，為我國四十餘年來，電視、廣播、電影、戲劇、美術、

工藝、設計、印刷、雕塑景觀、中西音樂、舞蹈等藝術領域發展構成

的中堅主體，所累積之藝術教育與創作資源，更為我國藝術文化發展

的重要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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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專案計畫發展(註78) 

(一) 計畫緣起與規劃面向 

臺藝大圖書館面臨館藏空間飽和、館藏採購經費逐年遞減、臺藝

大增設系所、師生資訊服務需求提高等內外環境之變動，另考量資訊

與網路科技對大學校園研究、教學活動之影響，於民國 89年 8月初

開始進行「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專案計畫規劃作業。同年 8月

31日臺藝大向教育部陳報專案計畫，教育部於同年 10月 9日核定專

案計畫內容，並以「教育部顧問室八十九年度『急需教學』計畫部分

補助經費」名目，補助「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專案計畫硬體設

備建置所需經費 1450萬元。軟體系統開發、網頁製作與藝術作品數

位化作業人員費用，則由臺藝大自籌經費 300萬元支應。 

臺藝大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專案計畫規劃之面向

分別從圖書館利用、圖書館服務、教學資源建置、藝術文化推廣等四

個面向考量，說明如下： 

1. 圖書館利用：網際網路的持續發展，加速了訊息的流通，而讀者

在接受大量資訊的衝擊之後，對資訊取得的相關支援體系又將產

生更快、更方便、更個人化的需求。在此種追求速度、精確的數

位化環境中，如何方便讀者檢索、運用圖書館特殊且豐富的藝術

類館藏？如何提昇館員參考諮詢之服務質量？如何充分運用有限

之館藏空間，自浩如繁星的紙本與電子出版品中，取得最貼近讀

者需求之資料？透過館藏的數位化、隨選視訊整合系統的建置、

網路資料庫的個人化推播服務，最終邁向完全數位化之網路虛擬

藝術圖書館，以提供讀者不限時空之非同步學習環境與服務，並

期增強讀者之自我學習的能力與意願，使館藏能獲得最大之利用

效益。 

2. 圖書館服務：網際網路的風行，固然縮短了資訊來源與網路使用

者的距離，但資訊量的突增，加上百家爭鳴、良窳不齊的網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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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何協助讀者有效取得所需的資訊，為讀者做好評估、選擇

與註解網路資源的工作，並增加所提供資源的附加價值，更是未

來圖書館讀者服務所必須正視的課題。臺藝大圖書館向以藝術專

業圖書館自翊，戮力蒐集各類藝術學門出版品與大陸地區藝術類

出版品，對該校師生之研究、創作與教學活動，多所助益。面對

迅速發展的網路科技與多樣化、即時性的資訊需求，除了提供傳

統的紙本圖書、期刊、視聽資料之到館借閱服務外，圖書館必須

思考如何切合時代的脈動，透過便捷的網際網路，擴大與讀者的

接觸面，提供全時性之全球電子資源檢索服務。 

3. 教學資源建置：臺藝大刻正朝向專業藝術大學之路邁進，除在實

務課程上，持續投入人力與物力之外，對於理論課程的教學資源

需求，尤其是全球性的學術資料庫，更是提昇該校師生研究視野

的重要資源。而該校各學系、所豐富而深具教育功能之各類創作、

表演作品，如能有計畫地蒐集、整理與組織，並加以數位化，建

立一專業之網路數位藝廊，方便各領域的讀者，經由網際網路取

得所需的教育資源，則能提昇藝術教育全民化的速度與品質。 

4. 藝術文化推廣：臺藝大圖書館肩負保存藝術文化資料、提供師生

研究資源、教育讀者資源利用、提供正當休閒服務等責任；亟思

利用現代資訊科技，建立完善之數位化圖書館服務體系，為所有

對藝術文化有興趣、有需要的讀者，提供質優且專業之網路藝術

資源，更期許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網際網路社群中不可替代之專

業數位藝術圖書館。 

(二) 計畫目的 

專案計畫目的為考量臺藝大教學、研究、服務等部門之資訊服務

需求，擬定配套之系統架構與建置計畫，以做為圖書館執行「數位藝

術圖書館」建設之藍本。規劃重點為： 

1. 提昇館藏資料之可利用性，促進館藏資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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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化專業館員參考諮詢功能。 

3. 擴大數位館藏來源與質量。 

4. 建立個人化之藝術類學術資訊服務。  

5. 架構知識管理體系，提供全方位資源加值服務。 

(三) 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包括光碟網路系統建置與數位化館藏採錄、現有館藏數

位化、隨選視訊整合系統建置、讀者服務自動化及數位辦公室整合系

統建置、虛擬藝術館系統建置。 

1. 光碟網路系統建置與數位化館藏採錄：臺藝大圖書館之電子館

藏，長期以來，受限於經費與設備之不足，僅能提供讀者單機版

之資料庫光碟，無法滿足多人同時使用的需求，無形中也降低了

資料庫光碟之使用率。預計建置光碟網路系統後，可讓多位讀者

同時在館內檢索區的網路工作站上，透過網路直接取得資料庫內

容。而配置多媒體週邊設備之網路工作站，亦可作為隨選視訊整

合系統之前端，方便讀者觀賞數位藝廊或隨選視訊伺服器之影音

資料。為擴大該校師生研究視野，掌握全球學術走向，充足而即

時之學術資料為重要因素，在建置光碟網路系統的同時，亦計畫

參與「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引進各類重要的光碟資

料庫、線上資料庫；並建置統一之資料庫檢索整合介面；採用「網

際網路文件影像傳遞系統」，加快館際合作速度，以提高讀者使用

網路學術資源意願，幫助讀者即時取得所需的資訊。 

2. 館藏數位化：臺藝大圖書館為專業之藝術圖書館，典藏之藝術文

化相關圖書、期刊、視聽資料，總數接近十五萬種。加上各學系、

所各類論文、創作、表演作品輯成等紙本出版品與非書資料，日

積月累，在資料的保存、管理上對圖書館有限的館藏空間與人力

來說，是一種極大的負擔。而在資料的檢索、取用上，因為一份

資料在同一時間僅能被一位讀者所使用，資料的利用率相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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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面對龐大的館藏資料，數位化的工程必然相當艱鉅。因此在

數位化的過程中，採取二階段的方式進行：首先，是進行虛擬藝

術館所需電子資源的數位化：將各學系、所之創作與表演作品，

加以組織、整理並經後製作之程序，納入虛擬藝術館之多媒體網

路資料庫中，由於此類資料臺藝大擁有合法之使用與散佈權，除

該校師生得於校內連線電腦自由取用外，亦可無條件提供給網際

網路上之藝術愛好者與研究者使用。對於自校外有償或無償取得

之資料，則列入第二階段，逐步進行數位化。此類資料，則視圖

書館對資料所取得之權利範圍，開放予館內、校內、網際網路之

使用者。數位化館藏，在保存、檢索、取用、管理上，皆比傳統

典藏、流通方式來得有效率，更可全年無休，方便網際網路上各

領域的讀者，隨時隨地取得所需的資訊。 

3. 隨選視訊整合系統建置：由於數位媒體的資料量相當龐大，為了

提供使用者良好的瀏覽或播放品質，圖書館提供專屬網路檢索與

多媒體播放專區，配置多媒體網路檢索工作站，以方便讀者在館

內檢索網路資料庫或觀賞高品質的數位節目。在系統的設計上考

慮到以下幾點：(註79) 

   (1) 即時連續媒體儲存與傳輸能力：除了高儲存容量的需求規劃之

外，更須提供即時的多媒體資料流傳輸與處理能力。除了視訊

伺服器必須具備多媒體資料即時處理能力，電腦網路的建置亦

須考慮使用權控制、資料排程、網路資源保留等網路頻寬管理

能力。 

   (2) 後製作系統：面對圖書館中各類媒體，在後製作技術與處理介

面上，皆須考量其效率性與便利性，以滿足不同媒體的不同製

作特性。 

   (3) 媒體播放整合系統：隨選視訊整合系統所提供的媒體種類包含

文字、圖形、動畫、音訊、影像等，系統對於各種不同媒體的

播放，必須提供一個統一的使用介面，以方便使用者進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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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播放。 

   (4) 視訊播放管理系統：透過簡易的瀏覽器介面，館員可即時瞭解

整個系統的使用狀況。配合系統資料庫，圖書館可得到完整之

系統使用、存取記錄，並據以產生統計資料，做為後續數位館

藏投資之依據。 

   (5) 相容性與擴充性：多媒體資料庫與網路傳輸架構，須符合現有

國際媒體擴充標準格式與視訊傳輸通訊協定，選擇開放性模組

架構，以滿足降低建置成本與未來擴充彈性之需求。 

   (6) 使用者管理與媒體版權管理：對於有價媒體，系統必須具備使

用權控制與使用者身分認證能力，同時，必須針對媒體版權，

提供播放管制功能。 

4. 讀者服務自動化及數位辦公室整合系統建置：網際網路上的資源

繁多，使用者很難一一確認取得資訊之新舊與否。圖書館有義務

主動提供適時、適用的資訊予讀者。不論是圖書館的服務項目、

資料庫摘要、期刊專題選粹、讀者個人資料等讀者有興趣或必須

瞭解的訊息，皆可透過與全球資訊伺服系統整合之推播資訊服務

系統，進行個人化的資訊訂製，以提供讀者即時、可靠的資訊來

源。同時，藉由分析系統內之讀者個別資訊需求所得之統計數據

資料，更可做為未來圖書館之讀者服務、館藏政策的參考。在講

求快速、品質、服務的數位時代，圖書館無法自外於e世代的服

務潮流。圖書館必須轉化為一迅速適應外界變化、瞭解讀者需求

的學習型組織，才能因應各領域讀者的多樣化需求。透過一個完

全透通的讀者服務自動化系統，配合組織內之訊息與協同作業平

台，館員可以充分了解讀者的需求，透過網際網路，結合館內、

館外的資源，為讀者提供可靠、即時的資訊服務。 

5. 虛擬藝術館系統建置：臺藝大設有 14 個學系(註80)、4個研究

所，其師生在研究、教學過程中，所積累的藝術創作成果，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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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層級藝術教育之教學素材與創意資源。為完整保留該校師生

研究、教學與藝術創作成果，臺藝大圖書館針對臺藝大系所之特

色，建置包括美術、音樂、雕塑、電影、戲劇、國樂、舞蹈、工

藝、媒體、視覺藝術、造形藝術、多媒體動畫、攝影藝術、傳統

工藝等 14個虛擬藝術館。虛擬藝術館提供如同實體博物館、藝

廊、音樂廳等展演場所一般之展覽訊息、作品查詢、藝文活動、

藝術家查詢、最新消息等檢索功能。提供電子報訂閱，方便使用

者取得即時性的藝文資訊服務，並可藉此建立虛擬藝術館網路社

群，進一步擴大臺藝大圖書館資訊服務之層面。虛擬藝術館內的

網路資源網頁則提供與使用者所參觀之主題藝術館相關的網路

資訊資源，增廣使用者在相關藝術領域的資訊資源接觸面。 

臺藝大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專案計畫，除了提供

書目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隨選視訊系統、虛擬藝術館典

藏系統等資料庫個別檢索介面外；亦提供整合了所有後端資料庫的單

一檢索介面，使用者以關鍵字檢索，即可取得包含實體館藏與數位典

藏等所有相關資訊資源指引。(註81)從使用者介面設計到資訊資源選

擇與建置，臺藝大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嘗試從使用者

的需求面出發，建立一個滿足教學、研究、典藏、展示等多面向功能

的藝術類資訊資源入口平台。 

 

三、「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專案計畫成果與系統功能分析 

(一) 計畫成果 

1. 建置「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系統：更新原有臺藝大圖書館

網站，整合臺藝大圖書館線上資源、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虛擬藝

術館數位內容，提供專業藝術資訊資源指引與存取服務。 

2. 建置光碟網路系統：架設專屬光碟資料庫伺服器，提供使用者於

圖書館內或校園區域網路內，線上使用圖書館採購之各類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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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電子資料庫。 

3. 建置隨選視訊整合系統：臺藝大師生創作內容，除繪畫、雕塑、

攝影等靜態作品外，尚包括戲劇、音樂、電影、電視影片、多媒

體動畫、舞蹈等需透過影音媒體呈現之作品。為滿足影音作品呈

現的需求，臺藝大圖書館購置儲存容量達 500GB 的磁碟陣列系

統，結合「數位圖書館」子系統與「虛擬藝術館」子系統之檢索

與管理功能，館員可進行數位檔案更新與播放管理。臺藝大師生

在校園區域網路內，可隨時透過「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網

站，欣賞各類影音資源。為加強對到館讀者的服務，臺藝大圖書

館建置網路檢索與多媒體播放專區。該區個人電腦皆與中央管制

系統連線，使用者必須持證件至櫃檯登錄，始得於規定的時間內

使用電腦。除了可避免公用電腦被少數人長時間佔用的狀況發

生，更可建立專區使用之統計數據，做為圖書館進行讀者研究之

依據。 

4. 建置數位化平台：臺藝大圖書館為滿足各類藝術作品數位化需

求，建置配備高解析度冷光平面掃瞄器、雷射立體掃瞄器、數位

攝影機、非線性剪輯系統、虛擬影像繪圖工作站等高階數位化設

備之後製作室，可針對照片、幻燈片、繪畫作品、圖書、小型立

體創作、錄音帶、錄影帶、音樂光碟、影音光碟、數位影音光碟

等素材進行數位化與重整。 

5. 建置「虛擬藝術館」數位內容：「虛擬藝術館」子系統於民國 90

年 11月完成系統平台建置與整體性測試，開始進行藝術作品數位

化與 metadata登錄。至民國 91年 11月止，「虛擬藝術館」完成之

數位內容包括：藝術作品 1798筆、藝術家資料 431筆。 

(二) 「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系統功能分析 

    臺藝大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系統規劃之初，即從

滿足圖書館利用、圖書館服務、教學資源建置、藝術文化推廣等四個

面向的使用者需求著眼；希冀經由建立該校師生研究、教學與藝術創

作成果之數位典藏資料庫，配合該館原有之藝術文獻典藏數位化，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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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出一個滿足教學、研究、典藏、展示等多面向功能的藝術類資訊資

源入口平台。為求系統功能與時俱進，適應未來網際網路各類新興資

訊服務與資料格式之發展，採用開放性系統模組架構與 XML技術，

並遵循 metadata著錄、metadata交換、資料儲存、傳輸通訊協定等各

類國際標準與規範。「館員管理介面」子系統之各項功能，透過適當

之權限設定，除提供館員使用之系統參數設定與各項報表統計分析功

能外；亦可將 metadata著錄、數位檔案建置、線上展覽設定、活動訊

息與電子報內容更新等功能，視需要開放給系、所之業務承辦人或作

品提供者使用。就系統架構而言，臺藝大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暨虛擬

藝術館」系統整合網路、資料庫與多媒體科技，提供數位內容管理者

資料建置、數位內容儲存、metadata交流、系統功能管理等便利之工

具，並營造數位內容使用者「一站購足」（one-stop shopping service）

的資訊檢索環境。 

   「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系統包含「數位圖書館」、「虛擬藝

術館」、「館員管理介面」三個子系統，各子系統功能說明如下： 

1. 「數位圖書館」子系統：以單一入口網站架構，整合臺藝大圖書

館線上資源、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資料庫、虛擬藝術館數位內容資

料庫、隨選視訊整合系統等後端資料庫，提供圖書館簡介、綜合

檢索、館藏書目查詢、電子資料庫、參考服務、視聽服務、期刊

服務、網路資源、留言板、訊息公告等線上服務功能與資源指引。

其中之綜合檢索功能可讓使用者以單一關鍵字同時檢索圖書館書

目資料庫、虛擬藝術館數位內容資料庫，可方便未具備藝術專業

知識之一般使用者，迅速取得所需的藝術資源指引，降低使用者

資料檢索的時間成本。 

2. 「虛擬藝術館」子系統：包含美術、音樂、雕塑、電影、戲劇、

國樂、舞蹈、工藝、媒體、視覺藝術、造形藝術、多媒體動畫、

攝影藝術、傳統工藝等 14個虛擬藝術館。各虛擬藝術館皆提供藝

文活動、電子報、藝術家資料、作品資料、展覽訊息、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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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訊與檢索功能。「虛擬藝術館」子系統具備以下特色： 

   (1) 檢索方式：具備藝術專業知識的使用者，可針對特定作品，以

創作者、作品主題、創作時間、收藏者等單一或複合式關鍵字

進行檢索。一般使用者則可透過瀏覽模式，從網頁上所呈現的

數位內容清單，逐一搜尋所需的資料。 

   (2) 資料連結：藝術家資料、作品資料、展覽訊息等資訊，彼此互

相連結，使用者透過藝術家背景介紹與作品賞析資料、可建立

對特定創作者或作品類型之整體概念。 

   (3) 網路藝廊：「虛擬藝術館」可針對特定藝術家或作品類型，以

資料庫內之數位內容，進行多樣化的線上展覽活動，提供全年

無休的網路藝廊服務。 

3. 「館員管理介面」子系統： 

   (1) 數位圖書館管理：提供最新消息資料維護、讀者留言回覆、精

彩館藏推薦資料維護、音樂頻道欣賞資料維護、常見問答資料

維護等資料管理功能。 

   (2) 虛擬藝術館管理：提供藝文活動資料維護、電子報資料維護、

藝術家資料維護、作品資料維護、展覽訊息資料維護、網路資

源資料維護、作品資料 XML 轉出、DTD 載入、系統統計報

表等功能。考量圖書館承辦人員之工作負荷與藝術領域之專業

知能，難以因應所有虛擬藝術館之資訊服務需求；虛擬藝術館

管理之權限，可依需求授權虛擬藝術館相關系、所之業務承辦

人或作品提供者執行各類資料管理與維護。 

(三) 「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系統利用推廣問題分析 

臺藝大自民國 83年由專科改制為學院後，受限於經費的限制，

在教學設施方面，仍沿用部分專科時代舊有的圖儀設備，未能獲得全

面性的更新。在校園網路基礎建設方面，該校電子計算機中心雖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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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82年 11月即與臺灣學術網路連線，但至民國 86年 7月始獲得經

費補助，完成校園光纖網路的佈建。在資訊設備方面，各科系的個人

電腦，除了該系教師爭取國科會研究預算或教育部專案補助購置外，

主要來源即是接收該校電子計算機中心動畫教室淘汰之過時機種。各

科系教師在既未配備專屬個人電腦，又缺乏接受電腦應用教育訓練機

會的狀況下，大部分教師對網際網路、電子資料庫、數位內容等新興

工具之利用，也較缺乏認識與實務經驗。(註82) 

臺藝大圖書館先前使用的圖書館自動化管理系統為封閉式系

統，館員相當熟悉終端機作業模式；但對個人電腦的功能瞭解，僅及

於條碼列印與單機版書目光碟檢索等項目。民國 87年 2月導入新版

圖書館自動化管理系統，並購置配備視窗版作業系統之個人電腦後，

館員才開始接觸電子郵件、全球資訊網等傳播科技之應用。由於臺藝

大圖書館僅配置一部自動化管理系統主機，電子資料庫只能採購單機

版；在資料檢索與資料庫更新作業上，相當不方便，更阻礙了電子資

料庫的利用推廣。(註83) 

臺藝大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專案計畫，雖然獲得

教育部的經費補助，順利完成系統平台之軟、硬體設備建置。但該校

師生對臺藝大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專案計畫執行成果

的印象，僅是圖書館網站換了一個嶄新的面貌，臺藝大圖書館二樓區

隔出一個被該校學生視為網咖利用的網路檢索與多媒體播放專區。臺

藝大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暨虛擬藝術館」系統尚未發揮原先預期之效

果，也尚未能兼容展示、典藏、教育、研究等網路教學資源系統之成

效。因此，本研究即就該系統在教學與研究上之運用現況深入瞭解，

探討其推廣、利用之成效與改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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