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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議題�館際合作

十六、合作整理建置「電子資料庫」與「網路資源」之

線上聯合目錄。

【決議】

一、建請國家圖書館與合作編目館進行制訂電子資源與網路資源整理規範，供各圖

書館參考採用。

二、邀請合作館依據合作編目辦法將其所整理之書目，仿照OCLC的CORC

（Cooperative Online Resources Cataloging）計畫推動線上合作編目作業。

【現況】

本提案旨在建議以下三事項的推動，其發展現況略如下述（僅以中文為探討的

範圍）：

一、電子資源與網路資源的整理規範：為因應電子資源的發展，民國89年《中國編

目規則》修訂二版將第13章「電腦檔」改稱「電子資源」；另民國86年《中國

機讀編目格式（第四版）》增加有關新資訊媒體的資料，並採用USMARC856

欄位處理網路資源文獻；民國96年國家圖書館委請陳和琴教授編寫出版《中文

電子資源編目》乙書，有關網路資源、電子期刊以及電子書之著錄都有專章；

民國99年8月國家圖書館公布「國家圖書館虛擬電子資源編目原則」，可供參

考。

二、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期刊聯合目錄：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與相關單位組

成「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該聯盟於2000年建置

「CONCERT電子期刊聯合目錄資料庫」，目前收錄之電子期刊66,947筆，除

刊名、出版者、ISSN、資料庫名稱等4項可供查詢外，並提供相關URL之連

接。惟其內容係由國外引進的西文資訊，各電子期刊只可查到上述4項訊息，

實際上只是一個提供查詢的聯合簡目，收錄的電子期刊皆未經著錄，也無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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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館的其他館藏資源整合查詢。

三、網路資源合作編目機制：可由目前進行網頁典藏（web archives）的圖書館合作

進行「中文文網路資源連接目錄」。

【本案當前問題及解決方案研擬】

本提案針對日益增多的電子資源建議採行適當的整理組織以及合作編目，以利

資源分享。陳和琴教授在探討國內圖書館電子資源編目現況及問題時，將「電子資

源」界定為「泛指各種可以直接存取或遠端存取的資料檔與程式檔，涵蓋中西文的

電子期刊、電子書、電子資料庫與網路資源。」電子資源在館藏所扮演的重要性，

詳如吳明德教授〈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源館藏發展之研究〉，以下分為電子資源與網

路資源的整理規範、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期刊聯合目錄以及中文網路資源合作編目機

制等三部分，將其所面對問題及解決方案分述如下：

一、電子資源與網路資源的整理規範

電子資源整理規範已如上文「現況」所述，其整理規範及使用手冊皆已妥訂，

可再由國家圖書館及學會邀請已實施編目的各單位依據《中文電子資源編目》和

「國家圖書館虛擬電子資源編目原則」所訂內容續予討論，以臻周備。

二、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期刊聯合目錄

根據陳和琴教授在94年針對15所圖書館所作的調查，各類型電子資源的整理情

形如下：

（一）中文電子資料庫

6所圖書館只以Weblist（網頁清單）的方式呈現，不作編目；另8所圖書

館將中文電子資料庫進行編目，多數圖書館是以資料庫作為著錄主體，唯獨

臺大圖書館針對資料庫中所有titles進行著錄。

（二）中文電子期刊

6所圖書館將中文期刊納入該館之書目資料庫中，另8個單位採用網頁清

單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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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文電子書

6所圖書館進行編目，其中3所委外編目，另3所係由館員自行編目。

（四）中文網路資源（含網站及網路電子文件）

除政大圖書館將網路資源納入其館藏資料庫以外，其他單位僅以網頁清

單方式呈現。

由以上調查可同時瞭解：

（一）各館所使用的機讀格式與編目工具

在8所確實有電子資源編目實作經驗的圖書館中間，國家圖書館與1所專

門圖書館只採用CMARC，另1所大專院校圖書館採用MARC21，其餘皆採

CMARC（中文資料）及MARC21（西文資料）。在處理中文資料上以〈中國

編目規則〉及〈中國機讀編目格式〉為主。

（二）電子資源納入館藏目錄的情形

在8所機構（國家圖書館、5所大專院校圖書館與2所專門圖書館）中只

有2所大專院校圖書館有編中、西文的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電子書與網路

資源，但主要都著重於電子期刊、電子書與電子資料庫的編目，另其中6所機

構只做網路資源的篩選、整理與提供連結，並未將網路資源納入館藏資料庫

中。

雖然進行電子資源編目的圖書館有限，但已編目的機構若已參加「全國

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皆會將書目資料上傳至NBINet，提供分享，所以

目前在NBINet上已有許多電子資源的書目紀錄，這些記錄在資料類型者註明

「［電子資源］」，或「［electronic resource］」。此外，在上述陳和琴教授

的調查中，受訪者提出「各館合作，資源共享」的建議，認為「電子資源龐

大，非單一個館所能駕馭，只能期待專業分工；若以一館之力集中某一主題

並加維護，資源分享，除了能有效分辨資訊的有效性外，掌握資訊的不同特

性亦有一定努力空間。」由此可知，在目前已有的基礎上，可由NBINet邀請

具有編目實務經驗的圖書館，繼續推動電子期刊、電子書籍及電子資料庫的

合作編目，並透過分工進行合作，也向其他圖書館推廣此項編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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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文網路資源合作編目機制

探討網路編目資源的中文文獻不少，其中也有以OCLC所進行的CORC計畫加

以評析者。

羅思嘉即舉出4種網路資源組織的模式，分別為：

（一）自動索引模式，

（二）網路資源主題目錄，

（三）圖書館網頁清單，

（四）圖書館目錄。

並且認為「不論以那一種模式組織網路資源，網路資源組織未來的發展必須是

在共同合作的模式下進行。」又引述Vianne Sha在1995年對網路資源組織在規劃上

應考慮「由書目中心或國家圖書館來主導、統合網路資源的編目，鼓勵更多的圖書

館參與網路資源的整理。」

OCLC所進行CORC計畫的特色為：

（一）以MARC及Dublin Core進行網路資源的組織整理，

（二）維護記錄的URLs，

（三）提供權威控制，

（四）製作與編輯資源示意圖。

CORC計畫成功的特點包括：建立在圖書館界大規模的合作基礎，將各館依標

準所建立的資源，整合至單一的資料庫內。CORC計畫無法處理中文網頁。國內政

大及臺大圖書館曾於1999至2000年間參與CORC計畫，分別選擇國內具有長期且完

美維護並具有價值的英文網路進行編目，旨在瞭解此一新興資源組織方式。

有關中文網路資源組織合作編目機制的建立，曾秋香曾經探討過中文網路資源

建檔規範之適用性，並認為「以中國編目規則及中國機讀編目格式來組織中文網路

資源，有許多需要靠編目員的專業及經驗來判斷。」（註8）曾秋香並且曾進行中

文線上網路編目實作分析。（註9）陳和琴教授針對網路資源編目格式，認為「傳

統的機讀格式無法提供很好的編目資料要素。網路資源瞬息萬變，實在很難應用傳

統的編目標準。（而）新興的詮釋資料（metadata）在許多方面似較適用於網路資

源編目，但是不如MARC那樣普遍為圖書館所接受及使用。」（註10）鄧慧穎針對

大學圖書館的調查顯示各館對參加網路資源合作編目計畫的意願頗高，並提出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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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圖書館依照吳明德所訂的採集標準，來推動中文網路資源合作編目計畫，「參考

NBINet成功的例子，由國家圖書館為主管機關領導之，配合各館積極的參與，依

權威性和正確性、學科範圍、作者及出版者的信譽、內容的廣度及深度、外觀及特

性、設計技術、利用方式、價值性及新穎性等八項原則，訂定出選擇標準，建立一

檢索資料庫，以真正落實『一館編目、多館分享』的理想。」

英國「BUBL資訊服務網（BUBL Information Service）」所設置的「網路資源

連結目錄（BUBL LINK catalogue）」為一涵蓋各學科的網路資源選錄，檢索方式

包括一般及進階兩種，可使用短語、詞幹以及邏輯運算等多種檢索模式。另提供杜

威十進分類法的瀏覽分類選單，BUBL對所連結的網頁均作有簡明扼要的描述，包

括主要內容、網頁創建者及管理者、學科關鍵詞、Dewey分類號、資源類型（如：

索引、期刊、文摘、新聞、規章……等）、國別及變動時間，舉Taiwan Headlines為

例介紹如下：

Taiwan Headlines

Taiwanese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 with weekday updates. Items are 

compiled from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translations of articles written in Chinese, 

photographs, and book reviews and cover topics such as politics, business, and 

society. 

Author: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Subjects: newspapers, Taiwan

DeweyClass: 079

Resource type: news

此外，BUBL還有多種輔助性的瀏覽查詢方式，包括：網頁字母順序、學科名

分類、國家分類以及資源類型等。BUBL自2003年提供此一網路資源查詢服務，擁

有許多來自各領域的投稿者，都經過篩選。

國家圖書館於96年7月13日舉行「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決策委員會，會中針

對「網路資源合作編目」等事務提議成立目錄加值服務（規劃）小組，與會委員建

議「由於網路資源變動頻繁，進行網路資源合作編目緩不濟急，CORC計畫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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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或許可考慮進行web archives合作典藏計畫。」所以目前不宜進行網路資源合

作編目計畫，而宜由現階段從事網頁典藏（web archives）的圖書館，如：臺大圖書

館、國家圖書館，參仿「BUBL資訊服務網」的方式，合作進行「網路資源連接目

錄」。

國家圖書館於99年配合行政院經濟部「數位出版產業發展策略及行動計畫」

（98年-102年），研提「數位出版品國家型永久典藏計畫」進行「數位出版品國家

型永久典藏與服務平台」的建置，推動全國數位出版品國際編號，將有助於數位出

版品的書目控制，進而促進數位出版品書目的共建共享。

綜合而論，有關中文網路資源組織合作編目機制的建立，略有以下各要項：

（一）建請由目前進行網頁典藏（web archives）的圖書館合作推動「中文網路

資源連接目錄」。

（二）中文網路資源的組織方式可參考BUBL LINK catalogue 的方式，除了便

於整理以外，並利查詢及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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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民89年10月），頁14-24。

曾秋香，〈中文電子資源合作編目規範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

碩士論文，民90年）。

〈電子資源合作編目計畫之研究：以CORC為例〉，《國家圖書館館刊》91年第1期

（民91年6月），頁59-78。

曾秋香，〈中文網路資源合作編目初探〉，《國家圖書館館訊》91年第4期（91年

11月），頁7-10。

徐怡華，〈網路資源的合作編目：以CORC為例〉，《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

刊》8卷4期（民91年12月），頁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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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慧穎，「我國大學圖書館編目工作現況與發展之調查研究」（臺北市，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碩士論文，民91年）。

BUBL Information Service. 上網日期：2007年6月24日。

網址：http://bubl.ac.uk/（2007.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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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整合聯合目錄暨館際互借系統，落實圖書館館際

互借功能，便利讀者利用館藏資源。

【決議】

請國家圖書館加強充實「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聯合目錄資料庫（包括中外文

圖書），並積極提供館際互借功能。

【現況】

圖書館界為了避免重複作業及善用經費，多年來已逐漸形成各種型式的合作

模式，而落實館際合作的因素包括合作組織、規範、經費、系統與機構間的充分協

調，欠缺任一因素都會影響合作機制的運作成效。目前國內圖書館的合作著重於

書目資源共享及館際互借，書目資源共享通常來自實體聯合目錄或透過共通協定

（如：Z39.50）即時下載其他系統的書目，而館際互借須以實體或虛擬聯合目錄掌

握的館藏訊息為基礎，才能發揮最大的合作效益。

實體聯合目錄的維運相當困難，由於國內外各類型出版品及文獻種類繁多，單

一聯合目錄很難完整蒐集，因此，近年來國內圖書資訊機構共同建置的聯合目錄依

資料類型大約區分為三種：

一、期刊聯合目錄：例如「全國期刊聯合目錄」（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

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建置）、「2007年西文現期期刊聯合目錄」（中央、清華、

交大、陽明、臺大五校共建）、「榮陽醫學期刊聯合目錄」（臺北、臺中、高

雄三榮民總醫院與陽明大學共建）等。

二、圖書（或綜合性）聯合目錄：例如「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圖書聯合目錄」（以

下簡稱NBINet）、「佛教圖書館館藏聯合目錄」、「西文科技圖書聯合目

錄」等。

三、主題聯合目錄：「榮陽醫學期刊聯合目錄」、「中文古籍聯合目錄」、「臺灣

地區家譜聯合目錄」、「客家資料聯合目錄」、「原住民圖書聯合目錄」等。

上述的目錄部分因缺乏資源等各種原因而無法繼續運作，仍持續運作者，

以「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ational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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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DS」）最具規模，由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

心（簡稱「科政中心」）建置，提供期刊聯合目錄、學術會議論文、政府研

究計畫成果報告、碩博士論文、CONCERT電子期刊聯合目錄等資源之查詢

及文獻傳遞申請服務，計有440餘所單位參與合作。NDDS雖提供多元資料傳

遞服務，但缺圖書資源基礎，因此，於民國95年開始與國家圖書館商討該系

統與NBINet介接事宜。NBINet由國家圖書館結合國內75所各類型圖書館合作

建置，書目資料量已超過860萬筆，是目前國內資料量最多的實體聯合目錄。

NBINet系統本身並不具備館際互借功能，但於95年8月開始與NDDS進行連結

測試，96年1月成功連結NDDS系統，使用者在NBINet查到的資料，可轉接至

NDDS使用館際互借服務。99年9月起REAL、Google Scholar 、西文期刊聯合

目錄與NDDS系統整合連結，將檢索結果的書目資料與被申請館帶入NDDS申

請表單，更便利館際合作的線上申請。

此外，近年來透過「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下的「區域教學資源中

心計畫」之經費補助，先後成立了北一區、北二區、桃竹苗區、中區、雲嘉南區、

高高屏區等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為推動整合各區域之教學資源，各區域中心之圖書

館，也紛紛建立共通平台，整合區域內的大學校院圖書館館藏，建立實體或虛擬聯

合目錄，並提供館際互借功能。其中北一區的東吳大學圖書館建立的區域教學資源

中心的圖書資源服務平台，該平台整合夥伴大學館藏資源，提供實體聯合目錄查

詢、瀏覽鄰近夥伴館的即時館藏流通狀況之外，並具備代借代還、虛擬借書證、系

統報表管理等功能。

【本案當前問題及解決方案研擬】

由於各類型聯合目錄的建置目的不同，某一館的目錄可能因不同需求而同時存

在多個實體聯合目錄中，不但造成資料重複處理的人力、經費、時間浪費，也造成

使用上的困擾。另外，現有聯合目錄的系統架構及資料格式並不一致，若要整合為

單一實體目錄資料庫有相當的困難度。

聯合目錄是各種館際合作的基礎，不論是NBINet或是北一區的圖書資源服務平

台的實體聯合目錄，都需付出相當的人力經費資源，才能長期經營。在圖書館人力

及各項資源皆有限的情形下，拓展合作業務以結合多方資源，才能共同成就全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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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錄查詢及館際互借服務。茲就下列兩種情形提出解決方案建議：

一、在既有各自發展模式下進行資源整合

（一）由某一單位採行適當的整合查詢技術，建立聯合目錄入口網，儘可能將

已建立的目錄彙集於入口網，並依資料類型、語文等方式區分目錄，方

便使用者集中查詢散置於各網站的聯合目錄。

（二）亦可由不同單位分工集結性質相似的聯合目錄，製作各自獨立的查詢介

面，之下可依地區區分，以便利館際合作實際之運用。

二、重新發展聯合目錄合作建置模式

（一）現存各種聯合目錄內容多少有些重複，若能全面檢討分工方式，以建立

全國性聯合目錄為發展目標，才能避免重複作業的耗費。館際之間考慮

以資料類型、主題、語文、合作單位所在地區等屬性，協商分工建置聯

合目錄的範圍與方式，並訂定資料互通標準。

（二）全國性聯合目錄之規劃應同時對館際互借、文獻傳遞等服務作整體考量

及相互結合，必要時可依共同需求及營運便利性，建立區域合作中心，

而各中心之間必須有互通的資料規範及服務機制，以形成館際合作下的

資源共享網絡。

【參考書目】

鄭恒雄，「第三次全國圖書館會議議事錄」。館際合作，臺北市，民89年，國家圖

書館編，頁111-119。臺北市：編者，2000。

宋建成，「第三次全國圖書館會議議事錄」。館際合作，臺北市，民89年，國家圖

書館編，頁119-123。臺北市：編者，2000。

鄭恒雄（計畫主持人），江綉瑛（協同主持人），書目資訊中心營運發展研究，臺

北市：國家圖書館，民國95年。

賴香君，「臺灣地區圖書館中文書目資源共享實施現況與問題之探討—以全國圖書

書目資訊網為例」（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6年1月）。

張慧銖，〈臺灣地區醫學圖書館期刊聯合目錄暨館際合作系統簡介〉，《中國圖書

館學會會報》61期（民國87年12月）：頁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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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健國，〈淺談資訊時代的館際合作），《書苑季刊》36期（民國87年4月）：頁

22-29。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國家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上網日期：2010年10月1

日。

網址：http://ndds.stpi.org.tw/。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上網日期：2010年10月1日。

網址：http://www.csal.fcu.edu.tw/Edu/program_index.asp。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台」，上網日期：2010年10月1日。

網址：http://library.nttlrc.scu.edu.tw/index.aspx。

【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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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強化全國網路電子資源聯盟之運作機制，提升對

學研界之服務。

【決議】

一、人力之整合運用

由政府跨部會機構按電子資源之出產國，分為本地、中國大陸及西方地區三

類，指派不同單位分工負責談判授權使用有關事宜，以期避免投入重複之人力；對

於網路上免費提供之電子資源，亦可指派單位負責蒐集整理。

二、經費之整合運用

由政府跨部會機構及各校編列經常經費，依據電子資源之增加數量及訂費成長

幅度，逐年編列增加預算，保障各單位得以持續使用所需之電子資源。由相關政府

機構編列經費，協助改善整體基礎建設，購置、維護整體相關系統所需之設備，提

供電子資源上線、傳輸及下載需要之寬頻，以建置國內穩定使用國外電子資源之機

制。

三、技術之整合運用

由聯盟推選國內大專校院中技術能力較強或有實務經驗之學校，負責有關電子

資源使用及推廣所需之技術支援與創新，如開發單一使用服務介面等。

四、資源之整合運用

由政府跨部會機構籌組審議委員會，責成各單位及學校合作建置電子資源聯合

目錄，並針對各地區各校之研究領域專長，建議及協助區隔各校各地區電子資源館

藏發展重點，期使各館之電子資源館藏發展能互補。對於特別昂貴之電子資源，尤

應避免重覆。同時要求各校提供walk-in資訊服務。

【現況】

在數位時代蓬勃發展的大環境下，電子資源在質量與功能等方面均有迅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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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與成長的趨勢。一般民眾與研究學者對電子資源的運用，因電子資源的檢索方式

便捷，檢索界面的設計也越趨近使用者需求，故在文獻資料運用效益上大為提升，

因此各界對電子資源的倚賴性與需求性與日俱增。圖書館為提供讀者多元的資訊服

務，除傳統紙本書刊的徵集外，電子資源已成為館藏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相對於紙

本書刊售價，電子資源的價格一般均較昂貴，故購置經費佔圖書館購書經費比例，

也隨之逐年提升。故圖書館多年來為實現資源共享與利益互惠特定需求而籌組的

「圖書館聯盟」，因應此一趨勢，「電子資源聯盟」成為現今許多圖書館聯盟中，

極為重要的一項課題及發展；亦即圖書館界近年來在電子資源採購上多透過聯盟方

式來進行。電子資源聯盟的主要目標為集結多數圖書館資源與力量，進行電子資源

的採購協商，以獲得最好的授權內容與服務。因屬集體採購性質，不只可節省採購

人力與物力，且藉由集體採購，可迫使廠商降價，並獲得更佳的交易條件。故電子

資源聯盟以強化合作機制、整合採購能量、發揮綜合效能為目標。

在民國89年「第三次全國圖書館會議」中，在有關電子資源聯盟議題中曾提及

當時成立的聯盟有二，一為國科會與教育部合作之「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

盟」（CONCERT），由國科會科資中心與全國大專校院及各研究聯合組成；一為

中央研究院籌組之「線上學術資源發展聯盟」（CARE）。前者仍持續運作中，後

者則似已未再持續進行。由當時迄今，國內圖書資訊界面對電子資源的徵集採購，

也多透過聯盟方式，以達到撙節預算及獲取最大採購利益的目標。今依據相關文獻

資源記載，列述近年來國內電子資源聯盟發展現況，掛一漏萬，謹勉力蒐集相關資

訊。

一、我國近年電子資源聯盟現況概述

（一）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Taiwan Academic E-Books Consortium）

該聯盟由臺大、師大、中興及成大四所大學共同擘畫成立，於民國97年

（2008）初開始運作，本年度88所圖書館參與成為會員，預計以三年（2008-

2010）為期持續運作。前臺灣大學圖書館項潔館長曾號稱本聯盟的採購規模

為全世界最大的電子書聯盟。聯盟採購經費由會員館及教育部補助款共同支

付，以「共購共享電子書資源，提升資訊服務效能」為宗旨；以合作採購降

低資源購置成本、協助會員引進所需之電子書資源及提供會員所需的教育訓



第三次全國圖書館會議辦理情形紀要

168

第
五
議
題�

館
際
合
作

169

練三項為聯盟運作目標。民國97年度全年度在聯盟所有成員及主辦學校合作

下，共引進西文套裝電子書7種，單本式電子書產品4種，總計電子書種數多

達16,000種以上（另附贈2項使用至2009年8月），每本電子書各館取得成本

僅約原一般購置費用之十五至二十分之一，對購書費用之撙節與相關行政作

業流程之簡省，具相當效益。而所購之電子書均能提供當年度88所成員館永

久檢索運用，並完成「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電子書整合檢索」建置（http://

www.lib.ntnu.edu.tw/taebc/search.jsp）。聯盟於民國98年度已獲教育部持續支

持，成員館總數增加為96所，以大學、技專校院及中央研究院、國家圖書館

兩研究機構共同組成。聯盟網站：http://taebc.lib.ntnu.edu.tw/taebc/。

（二）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 CONCERT）

該聯盟於民國87年9月成立迄今，為目前國內發展歷史最長的電子資源

聯盟。原係由國科會科資中心主導的學術性圖書館聯盟，早期以引進國外電

子資源為主，但近年來引進範圍也包括中文資料庫。至民國97年（2008）

年底會員已多達209個（分為3個群組：大學及研究機構75個，科技大學37

個，技術學院、專科學校及部分研究機構97個），引進國內外參考資料庫、

電子期刊及全文資料庫共110個。累積各會員館的訂購數達2,180項，涵蓋各

學門領域，舉辦之的座談會與教育訓練約80場次。該聯盟除引進全國性授

權（National Academic License）之電子資源（由聯盟及部分成員支付全國

性資料庫訂購費用），提供成員館免費使用外，另提供聯盟授權（Consortia 

License）之電子資源，透過對會員調查，由聯盟負責價格與合約協議，由

各會員自行價購。該聯盟除資料庫之引進、議價及合約，也負責協調國內

資料庫鏡像站（Mirror Site）之建置與資料庫使用教育訓練等工作，另建置

「CONCERT 電子期刊聯合目錄資料庫查詢」（http://www.stpi.org.tw/fdb/

consortium/ejournal.html）、「OPEN ACCESS檢索—STPI科技資訊網路整合

服務」多項輔助性檢索服務。該聯盟成立以來對引進電子資源之貢獻良多。

聯盟網站：http://www.stpi.org.tw/fdb/。

  （三）中文電子書共建共享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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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聯盟於民國97年（2008）由逢甲大學發起，共有約50個成員館參

加。本次引進大陸北大方正公司所製作之中文電子書共32,960種。內容包

括各種主題類別，如社會科學、政治、法律、經濟、生物科學、醫學、文

學、歷史、工業技術等等。聯盟電子書網站：http://cec.lib.apabi.com/List.

asp?lang=big5。

（四）臺灣電子書聯盟（TEBNET）

臺灣電子書聯盟 （Taiwan E-Book Net, TEBNET） 於民國90年（2001）

成立，是臺灣第一個全國性的電子書聯盟，以逢甲大學為召集人，是由國內

大專院校圖書館共38所組成。以聯盟的方式採購引進許多電子書產品，如

OCLC NetLibrary（自2002年起）、Wiley e-MRW（電子參考書）（自2003年

起）、Wiley OnlineBooks（自2004年起）、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參

考工具書）（自2004年起）、Ebrary全文電子書（自2005年起）、北大方正

中文電子書（自2006年起）、Safari電子書資料庫（自2006年起）等，依產品

買斷或租用。聯盟網站：http://www.tebnet.org.tw/intro/index.html。

（五）學術資源倍增行動方案聯盟

於民國94年（2005）由逢甲大學與多所大學共同發起「全國學術資

源倍增行動方案聯盟」，並獲教育部支持。引進採購對象為電子書產品- 

NetLibrary（包含450家以上著名出版社的出版品）20,000種以上電子書的聯

合採購作業。共有成員48所學校圖書館，其中6所屬香港的大學圖書館。聯盟

網站：http://www.library.fcu.edu.tw/ebook/ebook_duble/index.htm。

（六）數位化（博士）論文典藏聯盟（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簡
稱DDC）

於民國90年（2001）成立運作迄今。本聯盟運作以購置臺灣地區以外的

博士論文為主，目前聯盟成員共計有91個單位，其中並包含香港大學及香港

城市大學兩個臺灣以外地區的成員，迄2007年1月引進購置論文總數達71,836

筆資料。新舊成員每年有購置最低論文數量的門檻，原聯盟規定所有成員館

無論其加入年限，均可使用所有其他成員館歷年累積購置的論文資料，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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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可謂是最完全發揮資源共享精神的規定，但於2007年開始為落實聯盟成

員公平性，已研擬進行修訂中。聯盟電子書查詢網站：http://pqdd.sinica.edu.

tw/twdaoapp/basic.html。

（七）臺灣地區醫學電子館藏資源共享聯盟（MERIT）

於民國90年（2001）成立，由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發起。由臺大醫圖出

面與電子資源廠商以聯盟的優勢先行議價，參與的各級醫院再視自身財務狀

況決定採購內容。該聯盟現暫停運作。

（八）國科會各研究中心及高速電腦中心學術聯盟

如國科會高速電腦中心籌設CrossFire 化學資料庫學術聯盟。安裝德國 

Beilstein 化合物數值與事實資料庫，對臺灣地區學術研究機構提供連線檢索

服務。

（九）國科會人文處電子資源團購聯盟

國科會人文處於民國95（2006）年11月運用1.1億元購買5種電子資源產

品約50萬冊外文電子書刊，提供國科會、中研院、國家圖書館和各公私立大

專院校180個使用單位運用。這些書籍主要為英國與美國約15到19世紀的圖

書和18到20世紀的期刊。各使用單位可免費使用這些電子書、書目紀錄檔及

2007年度連線費，但自第二年起則需由各使用單位另行支付使用權費。2008

年度國科會人文處另新引進電子資源4種，包括7至20世紀之英美文學、1785-

1985年倫敦時報、英語語言出版的期刊（創刊迄1996止）及人文、社會科

學、法律等主題期刊。

（十）國科會物理中心AIP‧IOP‧OSA電子期刊服務

由國科會自然科學發展處出資、國科會物理中心圖書館代表洽談，以

學術聯盟方式為中心成員所屬之大專院校與機構購置，提供使用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AIP）、Institute of Physics（IOP）及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OSA）出版之68種電子期刊。該聯盟成員之大專院校及機構共22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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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行政院衛生署電子圖書館

於民國91年由行政院衛生署發起，執行單位為臺北醫院及臺大醫圖。服

務對象為衛生署中部辦公室、署立醫療體系的28家綜合醫院與7家專科醫院。

民國94年時增加了署本部、醫院管理委員會，及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等。聯盟

主要針對電子資源及期刊的購置相關事宜，由臺大醫圖、臺北醫院等聯盟成

員進行採購事宜合工。

（十二）臺北醫學大學數位圖書館聯盟（TMU DiLib）

於民國93年由臺北大學發起，服務對象為資源相對較匱乏的區域醫院與

地區醫院。每年度由北醫圖書館邀請健康科學領域資源的主要廠商，因應北

醫圖提出的基本需求，規劃為會員量身訂做的資源組合。暑假期間再由聯盟

的執行小組召開結盟說明會；聯盟提供的每個方案都各有其定額費用與資源

組合，結盟會員可依其資訊需求與經費預算選擇加入不同的方案，再委由北

醫統一負責選定資源的採購、設定、管理、與安排教育訓練等相關事宜。其

作業模式與CONCERT方式不同。它是由廠商自行研提規劃各種產品之價格及

搭配組合後，由會員自行依需求、經費再選擇加入。此種方式的優點為：由

廠商自行依聯盟基本需求，進行產品報價及相關優惠組合之研訂。廠商在同

業競爭下，為爭取更多會員訂購，應會提出優惠價格的最大限度，此有利於

撙節預算；另以圖書館立場而言，可於各種方案優惠價格公布後，再衡酌經

費狀況自行決定採購與否。無需先行在價格確認前，擔負對聯盟一定採購的

承諾。

（十三）榮民醫院醫學資源數位化合作網

由行政院國軍退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六處主導，臺北榮總圖書館負責規

劃。於民國93年8月完成系統建置，並開放使用。服務對象有3所榮總圖書

館、12所榮民醫院、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及署立宜蘭醫院。以三所榮總圖書館

的資源為基礎，結合十二所榮院之各有的醫療特色，規劃建置合作網，以合

作採購、分享最新醫學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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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聯合採購核心生物醫學期刊暨資料庫資訊資源計畫

本聯購計畫由衞生署發起，由臺灣大學醫學院執行，服務對象為臺灣地

區18家醫學中心與行政院衛生署和署立醫院體系。由臺大醫學院進行相關單

位共同需求資源的採購，並建立共同網頁供各機構點選連用。

（十五）國軍醫院數位圖書館聯盟

於民國94年由國防醫學院圖書館發起，服務對象為包含國防部軍醫局等

13所軍醫體系的醫院。聯盟特色為電子資源聯合採購及軍醫體系圖書館原有

館藏資源共享（ILL）。

（十六）北區技專校院校際合作聯盟－電子資源聯購

「北區技專校院校際合作聯盟」專案研究計畫為教育部技職司補助五年

期跨校聯盟計畫，「94年度跨類圖書資源共享中心計畫」構想，源自92年度

及93年度「北區技專校院校際合作聯盟─圖書館資源整合共享子計畫─人文

（通識）類圖書資源共享中心分項計畫」，自93年1月開始執行，目前已完成

二階段工作，成果計有起草及通過「北區技專校院校圖書館資源共享合作辦

法」及建立技專校院聯購合用共用性電子資源模式，以能符合技專校院之需

求及購買力為優先。參與單位共33所，所合購之電子資源現共有四項。

（十七）南部技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電子資源聯合採購

該聯盟之圖書設備委員會運用教育部之補助款，於民國92至94年三年間

共採購10種共用資料庫，提供約35所學校使用（其中2種使用學校數34所，1

種為30所）。

（十八）中南部電子資源採購聯盟

由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主導，其組成緣由係因圖書館經費短缺之故，因

此期望透過多館聯合採購方式，以與廠商協議降低電子資源採購成本。發展

前期於民國92年開始，先與奇美醫院圖書室合作聯合採購Lippincott Custom 

100電子期刊；民國94年進行聯盟之籌組，共有12個單位參與（含成大在

內），95年引進資料庫MD Consult、Cochrane Library等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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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中區10校中國期刊網聯盟

約於民國91年由東海大學召集研商成立該項電子資源聯盟，現「中國期

刊網」已納入「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所引進之資料庫清單中。

（二十）臺灣地區電子期刊聯盟服務

由EBSCO公司籌組，內含許多國際知名出版社推出之旗下紙本期刊之電

子版期刊服務。包括Blackwell Publisher電子期刊（經濟類居多，另有財經、

管理與社會科學，約260種）、Blackwell Science電子期刊（以醫學類期刊

為主，目前收錄約392種）、Emerald（以商管類居多，行銷、財經、品管、

醫管、圖管等約160種）。可直接連線代理商EBSCOhost Electronic Journal 

Service線上電子期刊服務的網頁，也可直接連線各期刊出版社網站運用。

（二十一）運動索摘資料庫（EBSCOhost SportDiscus）

在行政院體委會的努力之下，體委會已協助全國各單位，向EBSCO公司

採購EBSCOhost介面下使用知名運動索摘資料庫- SPORDiscus全國30人版同

時上線之使用權限。

（二十二）SpringerLink電子版系列書聯盟

由國家高速電腦中心所引進電子書，供國內25所學校使用。收錄20種電

子版叢書，其中五種叢書屬於Lecture Notes，均為國際重要會議之論文集。此

系列叢書時效性較紙本高，並提供索引及檢索的功能。

（二十三）John Wiley 電子期刊全文聯盟

該電子期刊聯盟於民國91年由臺大圖書館發起，名稱為「臺灣Wiley 

Interscience電子期刊聯盟」（Consortium of Wiley International Serials，簡稱

ConWIS）。2003-2004年時參與館數共有34個公私立大學圖書館，訂購期刊

數約為290種。此外另中區五校（包括東海大學、逢甲大學、中興大學、臺

中師院、靜宜大學）及清華大學、交通大學（2002-2004年間）亦有籌組John 

Wiley 電子期刊的聯盟。以中區五校為例，廠商原僅提供訂閱紙本期刊之108

種電子期刊（收錄年代自1997年起）。經聯盟向廠商爭取後，John Wiley同



第三次全國圖書館會議辦理情形紀要

174

第
五
議
題�

館
際
合
作

175

意開放所有345種期刊全文供中區五校讀者使用。另2005年UST（臺灣聯合大

學，包括陽明、中央、清華、交通四所大學）另組Wiley InterScienc電子期刊

聯盟，聯合訂購共享Wiley InterScience電子期刊170種。

（二十四）ACS（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美國化學學會電子期刊資
料庫

該項服務提供該學會出版之31種電子期刊全文。由國科會自然科學發展

處出資，由臺大化學系暨國科會化學中心代表洽談，以學術聯盟方式替中心

成員所屬之大專院校與機構共37所購置。

（二十五）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RSC）英國皇家化學學會全文電
子期刊

由國科會自然科學發展處出資、經臺大化學系暨國科會化學中心代表洽

談，以學術聯盟方式替中心成員所屬大專院校購置17種RSC（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電子期刊，收錄年限涵蓋近10年資料。

（二十六）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ACM）Digital library
臺灣聯盟

於民國88年時由中央研究院籌組，資料庫主要內容涵蓋該電腦科學教育

機構出版之資訊類電子期刊及會議資料全文。

（二十七）臺北市教育局中小學資料庫合採購

由臺北市教育局自民國91年開始籌組，宗旨為協助臺北市各高中職、

國中小使用數位資源，以促進教學多元化。經費由臺北市教育局負責出資採

購，2007年引進訂閱之資料庫共17種。

（二十八）公共圖書館共用資料庫

本項計畫主要為全國各級公共圖書館採購電子資源，由計畫主辦單位

籌集資金出資購置，以免費提供到館民眾免費使用電子資源。該計畫約於民

國88年起開始進行迄今，計畫主辦單位依經費爭取狀況，由早期的國立臺中

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到近4、5年來由國家圖書館經由多項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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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計畫預算爭取籌辦；民國96年起又轉由國立臺中圖書館。該聯盟屬團購性

質，主要為全國公共圖書館挑選購置適合讀者使用之資料庫，並辦理相關推

廣及教育訓練活動，期以充分發揮電子資源使用效益。每年度依核撥經費購

置之電子資源數量不一，最多曾高達36種之多。此計畫對平衡城鄉電子館藏

資源差距，提升民眾資訊教育素養，頗具效益。

依上列所述各項聯盟發展分析，各聯盟的終極目標一致，均是為撙節經

費，簡化作業流程，藉由群體團結以獲致圖書館經費運用及讀者資訊檢索服

務的最大效益。但各聯盟之成立緣由仍有所不同。如依各電子資源聯盟籌組

的緣由分析，約可分為三種，一為職能任務型－如國科會、教育部及公共圖

書館共用資料庫等，均由機關基於學術資源的充實或縮短城鄉資訊資源差距

等職能任務而籌組成立。如國科會相關處室籌組、補助或團購之相關電子資

源聯盟；另國家圖書館運用教育部補助款項，多年來為全國公共圖書館引進

購置30餘種共用資料庫業務等均屬此項性質。二為業務型－多由廠商發起，

主要為能在市場上順利引進某些電子資源，或因其單價太高，在廠商掌握可

能購置之圖書館數量後，與資料庫廠商協談，以籌組聯盟方式，訂定聯盟成

員採購之優惠條件，以提高圖書館採購意願。如EBSCO發起之「臺灣地區電

子期刊聯盟服務」。三為需求型－多由圖書館界自行發起，或基於同性質圖

書館共同需求相近，故共組聯盟俾利於後續相關合作事項進行，如臺灣大學

醫學圖書館籌組之「臺灣地區醫學電子館藏資源共享聯盟」等；或以區域性

相近籌組如成功大學之「中南部電子資源採購聯盟」、「中區10校中國期刊

網聯盟」等；另外還有以產品導向所成立的聯盟，如由90餘所圖書館參與之

「數位化（博士）論文典藏聯盟」及逢甲大學之「學術資源倍增行動方案聯

盟」等。後二項形式聯盟之籌組，其電子資源之採購以各需求單位自行支付

為主（部分可能有官方一定比例的補助），雖屬團購性質，但由各聯盟會員

圖書館自行決定是否參加。第一項職能任務型的聯盟，則多由政府機關出面

籌組，評選引進適合達成職能目標的電子資源並出資購置，並提供聯盟成員

檢索運用。此種方式聯盟成員的劃歸，主要由籌組者依權責決定。如國科會

團購之許多電子資源，主要以免費提供國內各大專校院為主；國家圖書館之

共用資料庫則供國內各級公共圖書館讀者免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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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國內電子資源聯盟運作的服務項目，主要以合作採購（包括資源引

進、評選、議價）、聯合簽約服務、資訊檢索服務及諮詢（包括網頁服務、

電話諮詢、資料庫選單建置、教育訓練、資訊檢索文件編製、新知通告、聯

盟成員聯繫等）三項作業為主。此外，「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另提供「全國館際合作系統」，全國各館際合作參與單位皆可透過系統進行

資源共享。

（二十九）臺灣數位出版聯盟之「數位內容點火計畫」

本項計畫尚在初步研提階段。計畫大致內容為：1.國圖將徵集、編目、

典藏每年出版約4萬種新書電子檔，藉由國圖的典藏為數位出版發展奠定基

礎，以圖未來銷售流通平台的整合；2.國圖與數位出版聯盟成立遊說小組，

爭取形成政府政策。3.未來可能的發展規劃為提供圖書館採購機會、利用圖

書館作為行銷通路。該計畫現仍處於初步規劃研提階段，未來發展尚待觀察

中。

【本案當前問題及解決方案研擬】

一、當前問題

（一）經費短缺

以CONCERT為例，早期經費主要由教育部及國科會經費挹注，除引進

全國版資料庫，另採購個別授權的聯盟資料庫時，均只需自行負擔部分比例

的經費。自民國91年1月22日教育部／國科會協調會議決議，「92年度起教育

部/國科會不再編列引進電子資源補助經費」。故經費短缺對CONCERT推動

聯盟事務及各級大專院校、研究機構擬維持原電子資源之訂購，或另引進其

他電子資源產品，造成全面衝擊。經費短缺也是近年國內許多自行籌組之各

項聯盟成立的原因。

（二）聯盟組織未統合

各電子資源聯盟期望獲致之目標雖一致，但起始籌組之背景、緣由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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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或因機構隸屬不同等原因，故近年成立之聯盟數量雖頗可觀，但卻呈

現各自發展、各行其道的景況。各電子資源聯盟間，幾乎少有橫向聯繫與交

流，相關計畫訊息未能事先流通，致錯失參與時機。且現今各聯盟之組成，

多已先行規劃擬涵納之單位或產品，以近期需求為運作導向。目前尚無一超

然聯盟組織能主動全面調查、整合全國各學術單位之電子資源整體性需求。

（三）聯盟功能運作仍以引進電子資源為主

以目前發展現況，各聯盟之運作仍以引進電子資源為主，聯盟對引進之

電子資源較少進行相關整合檢索服務或相關資源整合服務，在聯盟效益上，

似乎僅限於採購作業部分。

（四）臺灣本土之電子資源數量不足與著作權相關問題

目前各項臺灣本土之電子資源製作，因著作權關係相關電子書與電子期

刊之數量仍不足，我們需要更多的國際性臺灣電子書或電子期刊產品。這由

目前國內推動的諸多電子資源聯盟，其採購內容多侷限於外文或大陸製作發

行之電子資源（含電子書、電子期刊等），許多經費均投諸於非臺灣本土之

電子資源上。造成此現象之因素很多，如既有市場規模之影響考量、投入的

成本與業績不能相平衡等，但著作權的授與及取得複雜且成本高昂，也是影

響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均影響國內圖書館雖進行多項聯盟合作計畫，但對於

刺激或蓬勃國內數位出版業界市場，較無助益。

二、建議

（一）成立聯盟專責機構－「全國聯盟管理中心」

國內近年電子資源聯盟的發展，雖頗有建樹，但因各自發展，沒有交

集，故在人力、經費及相關行政成本上，多造成資源的重複浪費，減損全國

電子資源聯盟的整體效益。究其原因在於缺少一跨各級類型圖書館、學術研

究單位之總管理中心。該中心屬組織周密之集中式事業管理系統，負責統籌

聯盟全局之管理和調度，綜理國內圖書館聯盟事務組織，國內最新設立或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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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之電子資源聯盟動態與成果，調查全國學術性電子資源訂購現況與需求

等，均可透過管理中心服務網頁平台來溝通或傳布。該管理中心之另項任務

為整體規劃聯盟資源及系統發展。

（二）放棄本位，團結合作－爭取全國利益為首要目標

1.資訊之透明與分享

觀察近幾年來之國內電子資源聯盟之運作，部分聯盟於前期運作時，

或因時間壓力或已預設參與之圖書館類型範圍，多在完成與廠商簽約

後，才經由媒體報導公開訊息，致部分原也想參與加入之圖書館扼

腕。各聯盟籌組之初，如能於各廠商談判前，均有「廣結善緣」之共

識。可透過「全國聯盟管理中心」服務平台發布訊息，或由「管理中

心」接獲訊息後主動以電子郵件方式轉知全國各圖書館。則擬參與之

圖書館得以與「管理中心」或聯盟發起單位單位聯繫，一起納入與廠

商之談判條件中。此一則使參與單位數增加，則價格及服務等相關條

件上，或許能爭取更多優惠；如因圖書館類型或規模不同無法統一計

價，則至少也能爭取到比單館採購更優惠之價格。 

2.跨同質性資料庫聯盟合作

現今聯盟議價方式多採單一資料庫為主。但目前電子資源產品如電子

期刊或電子書等，多由廠商包裝成套裝產品模式販售。部分資料庫內

容因性質相近故收錄之資料內容多有重覆。如大陸清華同方公司的產

品與北京萬方數據公司產品，以及EBSCOHost & ABI INFORM所收電

子期刊亦多有重覆。故聯盟於引進時除談判各資料庫單一售價外，如

能整合相關具同質性產品，為圖書館爭取合購優惠價格，以落實相同

之資料內容不應重複計價的公平原則，撙節預算。

3.跨國性電子資源聯盟

考量跨國性或跨區域性之電子資源聯盟合作案。如「數位化（博士）

論文典藏聯盟」其中成員已包括香港的大學圖書館；另「學術資源倍

增行動方案聯盟」也是與香港合作而組成的電子書聯盟。由此可知電

子資源聯盟合作採購的成員，可考慮跨國際性跨區域行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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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要電子資源之文獻保障制度

聯盟引進購置之電子資源，應考慮重要電子資源國內文獻保障之議

題，應具有「保障國內至少有一所圖書館或機關單位能永久使用」的

思維。

（三）電子資源聯盟功能再提升

建議參酌國外相關已具規模之聯盟範例，強化國內電子資源聯盟功能，

如「導航式電子資源系統」、「專題式電子資源服務」、「全國電子資源聯

合館藏目錄服務系統」等之建置，與相關專案計劃之推展，以達到建立館藏

分享與合作採購的良好機制；擴增電子資源取用途徑；改善資訊基礎建設；

強化學術傳播；促進電子資訊資源的採購與利用之經濟效益等核心價值。

（四）重要電子資源之文獻保障制度

聯盟引進購置之電子資源，應考慮重要電子資源國內文獻保障之議題，

應具有「保障國內至少有一所圖書館或機關單位能永久使用」的思維。國內

外發行之電子資源，雖數量及主題多元，建議可仿照西文核心期刊的做法，

全國圖書館共同合作，合作徵集購置國內外各項重要電子資源。如國內發行

製作之電子資源產品，則國家圖書館應承擔國家文獻典藏職責，應予全數徵

集購置並典藏。依據現有《圖書館法》之規定，國內各數位出版發行廠商或

單位，所製作發行之各種電子資源（含電子資料庫、電子書及電子期刊等）

均應以無償或優惠價格（如Intranet版與單機版之價差方式），提供國家圖書

館徵購並提供到館讀者運用；至於海外之中外文核心電子資源，則由研究機

構或大專院校共同分工，臺灣地區至少北、中、南各區域均至少有一所圖書

館徵購區域網路版（Intranet），以提供讀者運用，藉以提升所有重要之電子

資源國內讀者之使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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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lib.ntu.edu.tw/pub/mk/mk54/mk54-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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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建構臺灣地區圖書館館藏卓越計畫。

【決議】

一、選擇北、中、南、東較具規模的圖書館分主題蒐集。

二、請國家圖書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規劃並推動「西文學術期刊合作典

藏發展計畫」，以完整典藏紙本西文期刊，並提供全國性服務。

三、由教育部編列特別預算支援。

四、每年進行成果評估。

【現況】

為推動臺灣學術國際化，提供國內學術界完善外文資訊知識服務體系，第三次

全國圖書館會議決議中建議國內圖書館界應推動「建構臺灣地區圖書館館藏卓越計

畫」。為落實會議決議，國家圖書館於2002開始為期三年的圖書館事業發展計畫中

提出建立西文核心期刊之相關計畫，計畫成果請見下文。此外，為發揮最大經濟效

益，共享圖書館資源，近年國內圖書館界亦推動許多紙本或電子形式之外文館藏合

作發展計畫，在相關計畫中，以「南部四校期刊合作採購計畫」、全國學術電子資

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TEBNET）、數位論文

典藏聯盟（DDC）為規模較大且具計畫延續性者，茲分別簡述如下：

一、國家圖書館建構西文核心期刊計畫

臺灣地區圖書館的西文館藏普遍不足，在深度方面也需加強。為加強全國外文

文獻資源的運用效益，提升我國學術水準，國內圖書館與各資料單位間共同攜手合

作，進行館際合作發展館藏規劃，共同發揮採購經費的最大效益，此應為21新世紀

圖書館發展的必然趨勢。

而在各類型出版品中，優質的學術期刊一直是學術溝通重要的管道之一，而對

國內圖書館而言，西文學術期刊無論其價格或重要性，皆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

西文學術期刊所費不貲，且錯誤的選擇除了經費外還會造成人力與空間的浪費，為

了在經費、人力與空間上做最佳的配置，「核心期刊」就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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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核心期刊」即是透過系統化的分析方式，在眾多的期刊資源中篩選出各

領域中，引用率及使用率同時擁有豐富學術參考價值的專業期刊，以便做為圖書館

選購、典藏以及讀者參考利用。「核心期刊」對於圖書館的館藏發展以及各館間的

合作發展館藏均有顯著的影響，因此，圖書館間的西文期刊合作發展館藏，核心期

刊清單的建立即是第一步。

為建立大學校院及研究機構研究教學所需之西文核心期刊清單，以作為日後國

內大學校院圖書館西文期刊館藏合作之指標，國家圖書館自2002年度開始為期三年

的圖書館事業發展計畫中提出建立西文核心期刊之相關計畫。2002年度委託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進行「建立西文核心期刊清單暨紙本及電子期刊館藏合作發展計

畫」第1年之研究分析工作，就當前國內外圖書館合作館藏發展沿革與現況、學術

期刊合作模式及出版與訂購成本、國內西文期刊館藏之現況等課題作深入之研究與

分析。第2年由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賡續，進行「建構西文核心期刊資源共享

機制計畫」，針對全國大學校院及主要研究機構進行調查分析，蒐集彙整重要西文

期刊清單，除建立西文核心期刊清單計1萬餘種，依計畫需求分為基礎型、延伸型

及完整型三個層級，並建構期刊合作館藏機制，完成下列諸項成果：

（一）2004年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承辦西文核心期刊合

作館藏發展計畫，將2003年研究成果核心期刊清單10,738。將其區分為

核心中樞2,486種佔20﹪、基礎型5,566 種佔50﹪、延伸型8,516 種佔75﹪

及完整型10,738 種四個層級，建立資料庫以提供核心期刊之查詢。對所

有的圖書館，甚至書商及代理商，都俱有參考價值。

（二）建置2004年學術研究單位訂購西文紙本期刊資料庫，資料庫中共蒐集整

理173個單位圖書館2004年之西文紙本期刊訂購清單，提供查詢各核心

期刊在各館訂購情形，及單一館訂購西文各層級核心期刊之查詢功能，

瞭解核心期刊在各圖書館的分佈情形。

（三）舉辦推廣座談會，本計畫分別於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及花蓮舉辦期

中與期末兩次座談會共10場推廣本計畫。

為落實「建購西文核心期刊資源共享機制計畫」並整合與共享西文期刊

資源及提高國內學術期刊文獻保障率，國家圖書館於2006年2月召開「西文學

術期刊館藏合作發展會議」，邀集29個合作館認購國內尚無紙本之基礎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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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核心期刊114種，會後各合作館決議認購其中50種期刊，其餘64種除部分因

停刊等原因無法取得外，均已由國家圖書館於2006年完成訂購並於2007年陸

續到館。

二、 「南部四校期刊合作採購計畫」

1999年成功大學、中正大學與中正大學等南部3所學校藉由調查各校3年內不刪

的核心期刊及協調分配各管應訂購之期刊等措施進行合作，希望3校以其館藏訂閱

價格50％之期刊列為核心期刊，並保證3年不刪，同時各校非核心期刊盡量不與他

校之核心及非核心期刊重覆。2002年高雄醫學院加入，合作院校成為4所。目前此

合作機制仍延續一開始的「合作館藏發展」精神，每年7月4校會舉行會議，針對各

校承諾訂購核心期刊提出討論，2007年4校聯合核心期刊總數為1,397種。此合作計

畫還同時以文獻傳遞快速服務等館際合作為主要功能，合作學校的師生可以最優惠

的價格在5天內取得期刊原文，此文獻傳遞快速服務除了四校圖書館外尚有自2002

陸續加入的交通大學與政治大學。

三、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

電子資訊資源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與網際網路的普及而成長迅速，由於其具有

即時與便利存取等特性，已成為學術研究或教學上的重要參考資源。為協助國內各

學術研究機構順利引進國外最新資訊，共享數位圖書館資源，並獲得更佳之產品及

服務，隸屬於「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以下簡稱「科

資中心」）於1997年11月特邀集國內各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及財團法人等圖書館成

立「引進國外資訊資源共享聯盟」，此聯盟於1999年更名為「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

源共享聯盟」，英文全名為「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

（簡稱CONCERT）。

目前CONCERT係以「教育部∕國科會」為最高行政督導單位，而由「科資中

心」負責聯盟方向策略指導、訂定制度、執行績效評估及聯盟運作管理。「科資中

心」下設國外資源組負責聯盟業務推動執行，業務項目包括聯繫、談判議價、推廣

服務、資訊服務、教育訓練及協調資料庫國內鏡錄站之建置工作。聯盟組織經費原

以科資中心單位預算因應，但2005年1月16日科資中心由國科會改隸於財團法人國

家實驗研究院，法人化後需自籌部分營運經費，目前CONCERT會員每年度需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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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會費。

2007年共有209個專科以上學校、研究單位及非營利機構會員經由CONCERT訂

購西文資料庫。聯盟會員享有選擇訂購優惠使用電子資源之權益，並可建議聯盟各

類電子資源的引進；同時亦應提供相關資料以利聯盟代表談判、洽商，對於聯盟所

召開之會議也有派員參加之責任。

在資料庫的引進選擇上，其運作模式是先由會員推薦資料庫，推薦單位達十個

以上的資料庫，經由科資中心審核確認後，再由國外資源組負責價格談判及引進，

審核的標準依循著「CONCERT電子資源選擇政策」，以（一）多數單位所需要者

優先；（二）主題平衡；（三）為專家學者所推薦；（四）已被國外聯盟引進者；

（五）電子資源品質佳作為選擇電子資源的基本原則。審核通過引進的電子資源，

目前CONCERT以下列兩種模式供會員單位使用：

（一）全國性授權（National Academic License）：由科資中心經費支持，購

置綜合性學科資料庫，供全國大學院校使用。2007年以全國性授權模

式提供的電子資源包括已引進多年的Grolier Online、OCLC Collection、

PQDT、Wilson Web以及為全國公私立院校及中央研究院新引進的

DAO、EEBO、ECCO、MOMW、EAI等逾39萬種電子書或電子期刊。

（二）聯盟授權（Consortial License）：由科資中心負責價格及合約之協議，各

校圖書館依據需求及議定之價格進行採購。

循此兩種模式，CONCERT於2007年總計引進31種西文資料庫系統，112

種資料庫及一種書目軟體，其中屬人文、社會學科47個，自然、應用學科37

個以及29個綜合性資料庫與軟體。

四、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TEBNET）

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TEBNET）組織前身為臺灣電子書聯盟，原係逢甲大

學有鑒於香港地區大學圖書館合作採購電子書獲良好的成果，於2001年4月與臺中

師院、東海大學、靜宜大學、中興大學五校圖書館發起，推動臺灣中部地區大學圖

書館合作購買電子書。冀望藉聯合採購達到節省採購作業成本、爭取較優勢的價

格、建立電子書聯合館藏，達成資源共享並教育圖書館了解讀者對電子書的需求等

目的。此一構想，因迅速獲得南北地區許多大學圖書館的認同與參與，遂由籌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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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區電子書聯盟擴展為籌組一全國性的電子書聯盟「臺灣電子書聯盟」，英文名

稱為「Taiwan E-Book Network，簡稱TEBNET」，聯盟於2004年9月改以合作社形

式經營，並改名為「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TEBNET原為自願性非正式組織，聯盟運行主要由五個初始會員圖書館所合組

的核心小組來進行責任分工，形成決策並統一對外聯繫，負責各聯盟館與代理商之

間的溝通協調；核心小組下設流通典藏、館藏評鑑、合作館藏、教育訓練等常態工

作小組，另有因應採購業務邀請學者、專家及成員代表組成臨時法律顧問群及採購

談判任務小組。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自願性的人員與行政支援。但由於TEBNET電

子書聯盟缺乏固定經費來源，組織的穩定性不足，部分人力及開銷側重特定圖書館

成員分擔，導致會員之間的成本貢獻不均，因此，為求永續經營，2004年聯盟進行

組織變更，成立「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英文簡稱仍為TEBNET）。

合作社在組織方面設有社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理、監事組成之社務會，並由

理事會任用相關行政人員以專責處理合作社經營所需業務。目前合作社主要由入社

股金、服務年費及業務手續費維持合作社的運作。

臺灣電子書聯盟於2001年成立時創始的聯盟會員有國內大學院校及研究型圖書

館21所，至2007年合作社之社員則包含38所國內圖書館單位。社員購買合作社產品

享有業務手續費優惠、優先參加合作社舉辦之教育訓練或研討會並可享有合作社盈

餘分配。合作社的社員除各館訂購之電子書外，尚可共享其他成員訂購之成果。

TEBNET的主要業務是以電子書的採購為主要合作標的，但其業務範圍仍擴及

其他相關領域，可區分如下：

（一）電子書聯合採購，

（二）電子書出版、研發，

（三）接受政府或機構委託代辦業務。

針對電子書的採購，TEBNET首先於2001年選擇當時已有學術性、專

業性出版品37,000多種的美國NetLibrary公司之西文電子書為首次聯合採

購的對象，至2002年底，合作採購的NetLibrary電子書數量已接近12,000

筆。2003年起TEBNET陸續增加可選擇的電子書系統，至2007年TEBNET共

有NetLibrary、Wiley e-MRW 、Wiley OnlineBooks、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Ebrary北大方正、Safari 8種電子書或電子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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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數位論文典藏聯盟（DDC）

由於CONCERT自2000年起，以全國授權方式引進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 

學術論文資料庫，提供國內教育與學術單位免費查詢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後因

國內對於數位化論文之需求，在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的召集下，結合國內20餘

所大學及研究圖書館，於2001年10月成立數位論文典藏聯盟（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簡稱DDC），期望國內各學術研究機構透過聯盟可以更便利及以更優惠

之價格獲得博士論文之電子資源，並建立網路資源共享模式，一員購置，全員受

惠，隨時間推進，資源數量亦隨之累積。

數位論文典藏聯盟以（一）積極評估各式數位化資源；（二）降低資源購置成

本；（三）協助成員引進所需之數位化資源為聯盟主要任務，為達成任務目標，聯

盟下設有召集單位，並由召集單位召集工作委員會，由兩單位綜理聯盟日常業務。

召集單位由會員單位互選之，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一次，2007年聯盟之召集單位

為臺灣大學圖書館。工作委員會最多7個會員單位，由聯盟會員大會依北區、中區

及南區組成選舉產生，任期亦兩年，連選得連任一次，2007年工作委員會組成成員

為北區—臺灣大學、淡江大學、交通大學、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中區—靜宜大

學、南區—中山大學。2002年聯盟年會中決議增設統計小組、系統檢索介面與功能

小組、推廣小組、館藏發展小組等4個任務小組，聯盟所有的單位均非常單位，屬

義務無給職。聯盟的日常業務，自成立以來，成員完全自行負擔購置論文的經費，

採各自買斷數位論文電子資源的模式運作，每年在確定年度的會員數後，由召集單

位代表聯盟成員與國外廠商議價，各館在年度中訂購數量達10本後可將訂單交由國

內漢珍公司，漢珍公司進行副本查核後，收單如達70本以上，即向國外發訂，以減

少各館重複做訂購之繁複手續。聯盟另由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建置電子論文的鏡錄

站並支持其所需的軟硬體及維護經費。

聯盟會員可依聯盟的優惠價格訂購並分享其他會員擁有的論文，並可參加

由國內代理商漢珍公司舉辦的教育訓練及推廣活動，即使中途退出聯盟，仍可試

用加入年份的論文。另會員應遵循聯盟規定購置論文之基本門檻（2006年新會員

為170本，每本US$56），每年亦有基本的訂購量（2006年舊會員為155本，每本

US$56）。2006年聯盟共有90個會員單位，較2005年增加了9個。90個單位中，大

學67所、學員16所、研究單位1所及政府單位6所，其中除了中華民國境內之學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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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尚包括香港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等四個中國

香港地區的學術單位。

目前聯盟會員所購買的電子論文皆由中央研究院電算中心提供鏡錄集中化的典

藏途徑及集中化的入口網站服務，中研院電算中心亦提供各會員單位機讀編目格式

資料以利自行典藏建檔。至2007年5月為止，聯盟所典藏量的電子論文中屬自然科

學及工程學者佔37%，屬人文及社會科學佔63%，總數共73,223本。

【本案當前問題及解決方案研擬】

一、經費短缺

為建構外文資訊的完善知識體系，充足的經費支援是基本的條件，但在外

文學術資源價格日益調漲之際，經費的支援確是不增反減。以西文期刊為例，據

《Library Journal》於2006年的調查中顯示，在31個學科領域中，2002–2006年間

期刊價格漲幅最大者為農業相關期刊，漲幅達73%，圖書資訊領域漲幅最小，但

亦達22%。又如DDC電子論文的訂購價格，亦由2002年每本US$46漲至2007年的

US$56，漲幅達22％。面對資訊價格的調漲，圖書館獲得的經費支援卻逐年減少，

教育部與國科會於2003年不再編列預算補助CONCERT引進電子資源，南部四校期

刊合作採購計劃核心期刊數量由2005年的1,616種減少至2007年的1,397種，這些都

顯示了圖書館在經費上所遭遇的困難。合作發展館藏雖可減緩部分壓力，但最終仍

須面對採購資源日漸上漲的事實，卓越的學術研究需仰賴完善的參考資源支持，政

府應考慮提供充足且穩定的財源以滿足圖書館的館藏需求。

二、聯盟架構調整

目前國內聯盟呈現多頭馬車之情形，且缺乏最高全國聯盟行政管理督導單位的

設置，因此未能有效整合，現階段應參考國外成功經驗（如OhioLINK或VIVA）建

立全國性圖書館館藏發展聯盟，並以法明定聯盟專責機構及組織架構，保障聯盟運

作經費，整體規劃聯盟資源及系統發展，以期統合運籌國內各聯盟之運作與資源，

同時解決目前某些聯盟或計劃缺乏專責組織及穩定經費來源無法長久運作的各項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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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資源相關問題

與紙本資源相較，電子資源擁有節省編目、加工成本、免除典藏空間、讀者借

用不受時間限制，可遠距使用等優點，也因此，由CONCERT、TEBNET、DDC等

例子可看出電子資源近年來相對於紙本在館藏合作方面取得較多進展。但對圖書館

來說，館藏是最重要的資產，電子資源逐漸普及後，由於是基於取用權的前提下，

長久以來圖書館擁有權（ownership）的傳統典範已不全然適用。但因對電子資源多

半僅擁有取用權，這也增加了圖書館館藏的不確定性，出版社雖然允諾永久典藏，

但並非所有電子資源均可永久取用，某些電子資源需長期訂閱方能取得永久使用的

權利，有些則需每年額外付給系統使用費，另有些雖以其他儲存媒體作為永久取用

的替代品（如光碟），但如圖書館無力處理提供，亦形同虛擬。除了永久取用權的

問題外，電子資源的數位著作權、軟硬體標準、價格與計價方式、版本控制、檢索

介面與系統的整合、取用速度、點收與裝訂典藏的空間管理（如鏡錄空間的架設與

管理）都值得做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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