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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圖書館地區性合作館藏發展的探討

范豪英＊
台灣地區的大學校院圖書館，在提供讀者所需要學術研究資料時，常感

到館藏不足。這種情形，在台北市、縣以外的地區，感受尤為課割。目前雖

然由於網路使用漸廣，線上得以立即提俱書目、數據等資訊﹔但是大量的文

獻傳輸（ Document Delivery ），由於費用昂貴，或是線上資料庫未能酒蓋等種
種原因，主要還是取之於傳統的館藏資料和仰賴館際間的互相影印服務。這
些館藏與服務，離電子圖書館理想的境界尚有相當的差距。可以預見，傳統

的書刊資料與館際合作服務仍會與光嘩（ CD ROM ）資料庫、輯上槍實、網路查

詢等資訊服務並存一段時間。在此情說之下，筆者認為要改善大學校院圖書

館的資訊服務，提高讀者獲取資料的比例，加速資料傳遞的速度，可由同一

地區之大學校院圖書館開始合作館藏發展，待有成效之後，再擴及其他提供
學術研究資料的圖書館，以提昇地區性的學術資訊服務。本文先就學術資訊
服務的環壇，槍討地區性合作館藏的必要，再探究此種合作之有利條件及現

存障礙。

壹、學術資訊服務的問題
一＼學術研究資源普遍偏低
大學圖書館原是為支援教學、研究與推廣學衛而設置 D 因此 ，其所蒐藏
書刊資料亦應 以滿足教學、研究、學習的需求為目標。然而，事 實上常常是

大學裡的師生 提出了資訊需求，圖書館卻無法及時提供其所需用 的資料。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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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固然很多，最重要的原因，仍是館藏不足。
國內圖書館館藏品質方面，曾有學者研究指出一些通病，立日缺乏館藏發

展政策，以致產生館藏發展不勻，資料收藏前後不一致的狀扭。另有重複購

置昂貴資料，書刊缺期漏卷，未適時淘汰等等的問題 (1 ），至於針對一館館藏
品質的評斷，不但極為費時費事，且不易脫除主觀成分，取得共識。館藏品
質的評鑑標單，尚有待學者專家的建立。現在姑且假定大學校院圖書館確是

針對該校／院師生學習、教學、研究之需，選購優良的資料，適時或定期汰舊

換新，館藏維持良好品質，下面單從量的方面察看。
十年前，胡家源先生會將台灣地區的 26 所大學與學院圖書館總藏量，與

美國哈佛大學一校圖書館總藏量相比。他引用民國 71 年的統計數字，顯示國

內 16 所大學、 10 所學院共有圖書 6,353,720冊、期刊 47,142種，而哈佛則有闊

書 10,020,000 冊、期刊 100,000 種，結論是國內的資料量「膛乎其後」（ 2)

!

經過十年的努力發展，根據民國 81 年的一份調查報告，當時回覆問卷者

22 所大學及 26 所學院圖書館。的所圖書館共有圖書凹， 456,790 冊，而 20 所大
學及 24 所學院圖書館， 44 所圖書館共訂期刊的， 135 種（ 3 ）。這些校院圖書館
館藏數量果然有相當的成長。可是哈佛在 1991-1992 年時，館藏圖書已達

12,169,049冊、現訂期刊的， 707 種（ 4 ）。截至民國 80 年底，我們以 40 餘所校院
之眾，仍未趕上此一大學之館藏數量。
台灣地區大學圖書館的館藏量趕不上重視圖書資訊的美國，可能屬意料

中的事。若與經濟發展較慢、學校經費並不寬裕的中國大陸高等學校相比，

情況又是如何？北京大學吳慰慈教授於民國 81 年指出，大陸上「目前（筆者按
：可能是截至 1989年底）藏書在 100 萬冊以上的高校圖書館有 35所（ 5 ）。」而且
這些高校之中，有 15 所重點大學的藏書均在 150 萬冊以上，期刊最低之一校為

8,767 種。居首 的北京大學圖書有 408 萬冊、期刊詞， 818 種（ 6 ）。轉觀海峽這邊
，台灣大學闡 書館藏書 150 餘萬冊、期刊 l i;on 種﹔政治大學圖書 館書藏近

110 萬冊、期 刊 4,700 種（ 7 ）。兩者書藏皆超過百萬，期刊種數最多， 是台灣地

區大學之中館 藏數量最大的兩館。然而比起海峽彼岸的大館來， 仍 有一段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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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台灣地區大學圖書館中大焉者，在數量上尚且不足典人相比，更遑論其
他眾多的中小型的大學圖書館的館藏數量了。
我國大學圖書館館藏數量，即使不與他國他地大學圖書館相比，改以民

國 7 9 年 12 月擬訂之「大學暨獨立學院圖書館標準草案」來衡量一下，結果又
是如何？各校院圖書館按照此一標準’應有館藏數量是依基本藏書數、研究

所數、科系數、專兼任教師數、職員數、研究生數、大學生數，由一定計算

公式算出（ 8 ）。根攝楊美華館長民國 81 年的計算，當時 20所公私立大學填報的
館藏數量，無一達到標準中應有館藏的數量，館藏差距由不足 12 萬冊到 200 萬

冊不等。除了一館之外，其餘 19 館皆未及應有館藏之牢， 26 個學院絕大部分
亦未達到標準中的應有館藏。的所大學校院，僅有 2所師院圓書館達到應有館

藏量（ 9 ）。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大學暨獨立學院標準’是教育部委託 14 位學者專

家，仔細研究之後所擬訂的。其內容時了審視民國 68 年的舊標單草案，也參
酌國內外之現有標準、我國現實環境條件等。最重要的是，此一適合我國國
情、具體可行且具前瞻性之標單，乃是一個圖書館最低標準﹔而各館現有館

藏距離最低標準上所要求的應有館藏，差距甚大。然而館藏的發展與提昇，
除了經費、人力之外，亦非短期之內可以一觀可及。學術資源的普遍偏低，
真正值得圖書館從業人員注意。

二、圖書館及學術資源分布不均勻
國內圖書館集中於北部的情形十分明顯，根據新版「台閩地區圖書館統
計」的數據 (10 ），略去中、小學學校圖書館不論，大台北地區的各類型固書

館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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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法R

台北市、縣各型圖書館分佈比率統計

國家

~；』］、、土，.t、

專門

大專

間書館

圖書館

圖書館

圖書館

N二 439

N三 392

N::l30

N:: 1

台北市

69

189

30

台北縣

49

26

18
、

118

總計

100%

215

48

26.88% 54.85% 36.92%

大台北地區除了圖書館數眾多之外，而且許多學術資源豐富的大型公共
圖書館與專門固書館集中於此，如固立中央圖書館（館藏通 160 萬冊）、台北市

立圖書館（ 202 萬冊 ） 、中央研究院所屬各圓書館（ 75 萬冊）。

至於大學及獨立學院，在台北市、縣的共有 1 9戶斤，占全部大學校院的
37.25% 。這些校院的圖書館也是館藏較豐者。民國 81 年的調查顯示：台大、

政大、東旦、文化、輔仁、沒江、空大 7 所大學及藝術學院、台北師院、北
市師院、工技學院、大同工學院、暢明、北醫、世新、實踐 9所獨立學院的闡
書共有 5,469,009 冊 (11 ）。該年填報資料的大學及獨立學院圖書館總數是鉤，
圖書總藏量為 10,456,790冊。上述位於台北市、縣，且參加此次調查的 16 所

大學及獨立學院，其圖書藏量便占了總數的 52 . 3 % ’換言之，國內大學校院
圖書館總藏 ，至少半數以上的學術資料，是密集於台北市、縣。

在學術研 究資源普遍偏低的情況下，稍為豐富的館藏又集中 在北部地區
。由此可以 想 見，在大台北地區之外的學術圖書館，在支援教學 、研究、學
習所需資料 時 ，常因貧乏而感到力不從心。學術資源分布的不均 ，對這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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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教學研究工作，有直接而負面的影響 c

三＼經費短缺具書刊資料採購的困境
大學校院圖書館的資料探購經費，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向來不敷師生需

求。這些院校之中，一般以公立單位經費較多。公立大學在圖書資料費上領

先私立大學的情形， 70 會計年度已相當明顯 (12 ），至 80 年時差距更為拉大，

16所公立大學的平均圖書資料費﹞ 9,843,890 元， 8所私立大學的平均圖書資料
費為 9,679,640 元，前者為後者的兩倍有餘 (13 ）。
國立大學校院自民國 79 年獲得教育部一年專款補助發展館藏之後，大約
享用了三年較為寬裕的資料採購經費 。 由於經濟不景氣，政府財政短拙，教
育資源的重新分配一籌設新大學、新博物館，大幅提高對中、小學教育的補

助等等， 82 年以來，國立大學經費已開始感受壓力，受到相當的影響 (14)
教育部預計下一會計年度可能大幅攝縮固立大學校院經費（

'

- 15 ）。這些訊息，

對尚待積極謹展館藏的大學校院圖書館而言，未來學校經費負成長，爭取資
料購置的經費，會倍感艱辛！
另一方面，大學校院圖書館所需要的資料，常是價格昂貴的資料。首先

，支付西文期刊便是採購經費的重擔。去年，美國兩位專家以 4,693種各學科

期刊，研究分析民國 78-82(19 89-1993 ）年間價格上漲情形。結果發現五年漲

幅最高者，為科學總論（ General

Sciecice)

c

29 個學科大額中，有 21 大類漲

幅超過 50% ’平均漲幅為 56.07 姑，每年上注 11. 別。 1993 年訂價最貴的是物理
學期刊，平均每種訂價為美金 1 0 9 0 .34 元。化學類期刊居次，平均每種訂價

為美金 1 ,042.36 元 (1 6 ） 。 民國 8 2年時，大學校院圖書館所訂期刊已有超過半
數為西文期刊 (17 ） 。西文期刊的漲幅若是持續不變，大學投院總經費零成長
或負成長之下 ，圖書館要維持現訂期刊份數，恐非易事，近期內 要發展或提

昇期刊館藏， 更是難上加難了。
其次，新媒體的蓬勃發展，使用者日增，圖書館在原有的書刊 印刷媒體

之外，常需將 經費分配到採購微縮資料 ， 視聽資料及提供線 上 資料庫的服務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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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近年來光碟資料庫，應用日廣，大學校院圖書館因應讀者的需求，大量
訂購光聽資料庫J ，成為圖書資料費的重大支出。蔣嘉寧女士由兩版光碟聯合
目銬，看圖書館界使用情形，顯示大學及獨立學院圖書館均熱衷於收藏。民

國 80 年時，收藏單位以大學及獨立學院圖書館的 39所，領先其他類型閏書館

。至 82 年時，大學校院圖書館收藏光碟者計有 51 所 (18 ），雖然數目增加不大
，但是，大學無論公立私立全數都購有光碟資料庫，而獨立學院僅有 3所私立

學院尚未購藏

(19 ）。至於各館購用套數，也以大學校院間書館領先。民國

80 年時，館聽光碟 10 賽以上的 7館之中，有 5所（ 71.43% ）為大學校院圖書館
，計有光碟 104 套，占該版聯合目錄收錄總數 360 套的 28.89% 。至民國 82年，

館藏量在 10 套以上之館共有 27所，其中 19 所（ 70.37% ）屬大學校院圖書館，計
有光碟 471 套，占該版聯合目錄收錄總數 1,025 套的 45.95%(20 ）。光碟資料庫

師在大學校院廣泛使用，而其訂價高昂，如 SCI

,

INSPEC 、 COMPENDEX PLUS 、

PSYCLI T等，民國 82 年的訂價都在美金 11, 820 至 4,500 元之間（ 21 ）。若想訂購
帶有摘要的資料庫，或是網路版資料庫，增收的費用更是驚人。大館每年花
費在光碟資料庫上的金額可以高達台幣 500萬元。隨著光碟資料庫的目益普及
，種類年年增多，訂價攀昇’各館在經費有限，卻要兼顧各額媒體資料需求
的情形下，能否繼續擴充，或是維持現訂光碟套數，尚未可知。

四＼現行館際合作影印及互借服務，不敷需求
國內圖書館界對於學術資源普遍偏低的情形，早已查覺。自民國 61 年便

開始陸續成立正式的館際合作組織與協會，分別就科技、人文與社會、法律
等方面的資料資訊，互通有無，資源共享。這些合作的努力，方向正確，歷
年來編製的聯合目錄，執行的館際互借 ／ 互印資料，都是肯定館際合作成效

的重要見誼 。然而，在資訊需求日益殷切的今日，現行的館際 合作項目與方
法，實施之 際，窘迫漸現，常常不能滿足各館共享資源的目標。

首先， 由於學術資源集中於北部，館際互借／互印的申請必然 往北部遞送
。民國 70 年 時，科技圖書館支援他館影印服務排名前 10 館，依 次 為中央標準

丹、
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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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畫大、中山科學院、國防醫學院、清大、榮總、科賞中心、交大、聯主

所及成大（ 22 ） 。 這十所圖書館中，九所位於新竹以北。民國 75 年時，一份針

對人文社會與科技館合兩大組緝的研究，重新印證此一現象。 74 年外來申請
量最高的十所聞書館為：中央標準局、畫大、中山科學院、榮總、科資中心

、長庚醫院、國防醫學院、清大、陸大、工研院化工所（ 23 ），仍有九所位於
北部。

大量向北部圖書館申請館際合作主借資料的結果是：少數大館負荷過重
，造成瓶頸現象，延遲回覆的時間。曾有調查指出人文社會與科技館含兩個

組穢的讀者，提出館際互借的申請後，

r 大多數在 10-2 0 天之內可獲得申請的

資料」（ 24 ）。在一切講求效率速度的今天，閏書館應自問： 10 20 天的等候期
，是否是讀者所能容忍的？至於「也有超過三個星期，甚至一個月才能取得

資料，更有提出之申請就此 r 石沉大海 4

，

「 音訊杏然』的。」

( 25 ）等

情形﹒肯定會為申請之館帶來許多詰難 。

引起讀者對現行館際合作服務不滿的另一點是：合作服務仍停留在互相

提供影印的階段。願意提供互借服務的單位不算多 （ 55 .8 的 （ 26 ）。雖然讀者可
以憑證至他館閱覽，但是往返費時，而且距離稍遠，便很難一一親往審閱。
這些都是館際合作服務，尚不能十分令讀者滿意之處。

貳＼學術圖書館地區性合作館藏發展的有利條件及

障礙
由上述台灣地區學街資訊服務的環境來看，無論是學衛資源的數量與分
布情形，或是館際合作的困難，都聽示台北市、縣之外的學術圖書館資源，

確實較為缺乏，需要更大的努力才能提昇’才能配合各地的學術研究活動。

衡量現實的 種 種限制條件，學術圖書館參加地區性合作館藏發展 計劃’可能
是提昇各地區 學術資頭，改善資訊服務的一條可行途徑。下面僅 就地區性館
藏合作發展 的 特點與障礙，分別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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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區性合作館藏發展的有利條件
合作館藏發展的論著極多，如倡議成立全國期刊中心，國家圖書館主導

合作計割等等，用意至佳。但是因為涉及的經費、人力及計劃規模均極龐大

，始終未能落實推動。學術圖書館地區性合作館藏計劃相形之下，規模較小
，且具備一些有利的條件，使得合作的基礎較為穩固。

(1) 蒐集學術研究資料為一致的目標：大學皆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
為宗冒（ 27 ），師生在學習研究的過程中，對於學術資料資訊的需求，
理應在間書館獲得滿足。若是求而未得，便形成對圖書館蒐集資料的

壓力。學術資料要求的壓力加上經費的壓力，這兩種壓力可以變成學
術圖書館合作發展館藏的動力。因為唯有透過合作館藏發展，各館才
能以同樣的花費，改善並提供更好的資訊服務。若是不幸經費降得更
低，各館可以較低的花費，維持相同水準的服務。

也）鄰近的地緣關係有利於文件傳輸：大學校院圖書館雖已紛紛自動化，
但是接上網路的圖書館有限，不但電子信箱（ Electronic Mail ）尚未普

及，電子溝通更未應用到館際合作方面，如傳送影印資料申請單，文
件傳輸仍然採郵遞方法。但是一個地區的圖書館因位置鄰近，可以利
用電話做密切或大量的聯繫。不但館合影印的申請可以透過電話申請

，急需的文件也得以傳真立即提供，不但快速簡便，電話或傳真傳遞

的費用還低過郵遞。若是學術圓書館較為密集的地區，如中彰地區有

中興、東海、逢甲、靜宜、章主師大五所大學，台中師院、中國醫藥學
院、中山醫學院、大葉工學院四所獨立學院，這九所大學校院，距離

約在 30 公里以內，正常車程在一個小時以內，甚至可以用專人傳送書
刊資 料 。資料傳遞費用低，而速度快，恰巧糾正了一般館 際互借或影
印的 缺 失。此外，同一地區的闡書館，不但館長互相熟穗 ，其他工作
人員 也 容易集會，做面對面的溝通，建立更好的情誼與工 作關係。人
際關 係的融洽 ， 有利於解決館際的問題 ， 推展合作事宜。

學 filti 國主﹔－ 館地區，作合作館城發展的揉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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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作館藏發展可以遲免不必要的重種蒐藏，擴充地區性的學術資源：
大學校院因所設置系所不盡相同，其蒐藏範圓的差別，具有互補性。
同一地區內之學術資源，如能更擴大開放為互相支援之用，不局限於
提供影印文獻，則請者獲得資料的速度加快，獲得的比例提高。另一

方面，由於大學校院間部分學科主題的重壘，各館所購書刊資料，也
會有部分重複。同一地區內之圖書館可各就其館藏進行評估，協議減

少罕用資料之複本購置，用以規劃發展各館館藏特色，或是合購價昂

的資料。藉著開放更多資料資源罵共事之用，節省不必要的重複購置
，有計劃地分頭擴展全地區之蒐藏，則此一地區的學術資源質量提昇
會加速，幅度會加大，此一地區之學術圖書館可以提供更良好的資訊

服務。
(4）學術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配古合作館藏發展的可能性較高：圖書館館

長及主任的理念與決策，固然會影響一館的業務活動，但工作人員的
觀念與態度，更是直接左右這些業務活動的成敗。目前在各類型圖書

館之中，大學校臨圖書館平均人力較為充沛（ 28 ），雖然新版調查未提
供有關專業教育的數搏，但是民國 71 年的調查顯示，在各黨頁型間書館

之中，大學校院閏書館工作人員，受專業教育的比例最高（ 29 ）。這些
工作人員又時常與校內師生接觸，較能體會學術研究資料短缺的困擾
。因此，也較能接受古作館聾發展的理念，能配合推動執行相關事項

。前已敘及，位於同一地區的館員，可以時常集合溝通。因為閏書館
數目少，協商達成結論共識的可能性高。

三＼合作館藏發展的困難
在討論館 際合作的文獻中，曾有專家針對合作館藏發展，無 法推動，提

出種種分析。 吳明德教授提出五種原因，十分中肯：
(1) 各館 經 費並不充裕，購置本身所需的基本圖書己嫌不足， 並無承擔額

外的館 藏發展責任。

﹛

16

」

共同學科期刊第三期

(2）各館本身的準備工作不鉤。側如，絕大部份的圖書館並無館藏政策，

缺乏明確的蒐藏方針，對本身館藏強弱也並不暸解。
(3）若干大館困於應付館際互借業務，擔心壘與合作館藏發展計畫會造成
更大的負擔。
他圖書館網路並未建立，圖書館之間不屬瞭解彼此的館藏情形。

(5）缺乏有力的現畫及協調單位（ 30 ）。
上述問題之中，經費來源，若真的能如王振鵲教撞的呼聶：「由政府強

力籌編預算主應之」（ 31 ），就立刻圓滿解決了。但是政府如果不能提供經費
，又如何？前已故及，如果同一地區共同搏前不必要的種本費用，就可替作
有計劃的拓展蒐藏之用。如期刊和 CD-ROM 的訂費都很高，裡本節省所得，就
是一筆可用的經費。準備工作不足，如館藏政策和自行評鑑的缺乏或稀少，

確是實惰。但是大學院校圖書館已漸漸重視館務統計，隨著自動化的腳步，

各類館藏數量、比側、成長率、淘 rt 率、使用率等等數蟬，隨時可以報表列

印。各館進行館藏分析、自行評鑑並非難事。館藏政葷的制定，近年來亦有
一些成績，如成大圖書館於民日 2年 7 月訂定並公布館藏政策，規劃詳細。另有
一些圖書館正在擺訂。

擔心合作計劃加重負擔的疑慮，在地區合作計劃上情說較好，因為台北

市、縣之外的大館數目不多，以大台中的四所大學而論，館藏規模相近，三
所藏書量均在 30-40 萬冊之間，一所稍少，約有 16 萬餘冊。服務對象自 9,000

至 20,000 人不等，工作人員 1 日－ 34 人。大致都算是中小型的大學闡書館。雖然
都未上網路，但是彼此的館藏有概略的認識，待各館自行評鑑之後，可以更

確切暸解彼此館藏情形。
缺乏協調單位及規割，在全國性的合作館藏計剖，因規模大，需要的人

力及經費也 大 ，推動困難。地區性計劃小，可以由古作之館共同 規 劃擇其中
一館協調， 結 于少量的行政支援人力，便可起步，恰正符合吳明 德 教授所倡
：試行小規 模 的合作館藏發展計劃．．．「由少數經費較充裙、 規 模相當的
學術圖書館， 挑選若干學科試行小規模的合作館藏訐割，若能實 施 成功，再

l

月i

學術固古輯地區 f句：合作館藏發展的拉討

擴大至其他圖書館（ 32 ）。」
綜上所述，地區性的學術圖書館合作館藏聲展的可能性相當高。先由一
市、縣、大學校院閏書館合作館藏計劃開始，實施一段時日，評估績效，發

現問題，並予改善，若能成功，再擴大至鄰近地區大學校院圖書館，讀本市
、縣之其他額型圖書館，如專門、公共圖書館。蟑筆者初步揮訪，台中地區

大學圖書館合作館藏發展的意願甚高。只要一個地區內之大學校院圖書館真

切瞭解：唯有合作共同發展豐富的學衛資源，才能提供讀者較為滿意的資訊
服務，現在開始往共同的目標努力，俗云：「不怕慢，只怕站」學術圖書館

仍能達到廣博、深度及多樣性（ breadth ,
(33 ）。

depth, & variety ）的館藏特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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