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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館致力於臺灣學位論文的徵集、典藏，並建置「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自2010年起，館內同仁在曾淑賢館長領導下妥善處理該項業務，同時加強在

地化與國際化的推廣服務；於2010年加入國際電子學位論文組織(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NDLTD)，順利完成本館博碩士論文資料庫的國

際接軌作業，進而增加臺灣學者在國際上的能見度與學術影響力。NDLTD是國際

性的電子學位論文組織，由來自世界各地100多個大學及學術會員機構每日同步上

傳書目到NDLTD Union Archive，提供開放的學位論文查詢資源。本館不僅為會員

單位中少數的國家型機構，且目前上傳書目量僅次於國際圖書館組織OCLC。 

 

NDLTD每年舉辦國際電子學位論文研討會(ETD Symposium)，去年底主動詢

問本館承辦2018年研討會之意願，本館於今年5月份提出申辦計畫書，並於6月份獲

NDLTD通知取得承辦權。NDLTD研討會開辦至今(2017)年已邁入第20屆，每年皆

吸引全球有志促進ETD及Open Access發展之學者齊聚一堂，激盪出不同火花。目

前NDLTD機構會員多以歐美國家為主，研討會亦鮮少在亞洲舉辦；本館獲得明年

研討會之主辦權，並受NDLTD之邀，前往美國華盛頓特區觀摩ETD 2017研討會並

與今年之主辦單位交流。本館同仁也藉此機會，以「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ETD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Case Study from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CL) of 

Taiwan an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為題，於研討會上進行發表；

並利用此行參訪美國國會圖書館，瞭解其高密度倉儲的管理政策及作業方針。 

 

我們希望透過此次觀摩與互動，與國際組織及各國學者建立良好關係，並從中

汲取經驗，應用於辦理ETD 2018研討會；並盼望透過明年之研討會與其他國家會

員分享「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建置經驗，以及本館在推動電子學位論

文授權方面所做的努力。期待透過與各國會員的交流促使我們更進步，同時也盼能

喚起亞洲各國對電子學位論文典藏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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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NDLTD（The 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是目前舉

世最知名的國際性電子學位論文合作組織，而其前身The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成立於1996年，最初是由一個非正式的指導委員會負責督導

相關事務，2003年正式成為非營利性組織，由董事會取代原有的指導委員會，並導

入了會費機制藉以維持組織的穩定運作。其後，隨著服務範圍和參與合作成員日趨

國際化，因此，由該組織乃由 The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更名為The 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並保留原組織名稱

首字字母縮寫，簡稱仍為NDLTD。1996年，美國的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決定推動校

內電子學位論文的業務，而1997年之後，該校也成為全球第一所實施電子學位論文

的學術機構。至今國際NDLTD組織的成員已遍及包括全球數百所大學與知名學術

機構，每日同步上傳書目到NDLTD聯合目錄，提供開放的學位論文查詢資源，例

如：Adobe，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美國研究圖

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ARL），網路資訊聯盟（Coalition for 

Networked Information，CNI），the Joint Information Services Committee (JISC)、美

國國際圖書館電腦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Proquest / UMI，

以及加拿大博碩士論文資料庫（Theses Canada）等。 

 

相較於此，雖然早年並未正式與國際NDLTD組織有所連繫，但本館的電子學

位論文服務亦起步甚早，自1998年創建電子學位論文線上查詢與建檔系統以來，歷

經了二次重大改版後功能漸趨完備，於2010年第三代新系統上線時，為強化「立足

臺灣，放眼世界」的核心價值，並重新定位「兼具研究支援與知識加值」功能的新

型態學位論文服務，因此，由「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正式更名為「臺灣博碩士

論文知識加值系統」（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NDLTD-Taiwan）。同時，為了積極接軌國際，本館亦於2010年10月以National Central 

Library（Taiwan - R.O.C.）的名稱正式成為NDLTD組織的機構會員，同時，也成為

亞太地區（臺灣、大陸、香港、澳門、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地）唯一的國家級機

構會員（Institutional Member），與各國會員共同致力於全人類知識共建共享的千

秋大業。此外，為了建立國家級學位論文資料庫，永久典藏國內學術研究成果，厚

植國家整體學術研究能量、提升著作人學術地位，彰顯臺灣各大學校院於國際學術

領域之能見度，本館亦於2015年成立本土的電子學位論文合作組織「臺灣博碩士論

文雲端書庫全國聯盟」。 

 

NDLTD藉由每年舉行研討會活動，將電子學位論文的相關理念擴大為全球化

的議題，進而也促進了全球電子學位論文的蓬勃發展，NDLTD組織自1998年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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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ETD研討會以來，便持續與各國家與地區的學術團體合作辦理國際年會，例

如2003（德國）、2004（美國）、2005年（澳洲）、2006年（加拿大）、2007年（瑞

典）、2008年（蘇格蘭）、2009-10年（美國）、2011年（南非）、2012年（秘魯）、

2013年（香港），2014年（英國），2015年（印度）和2016年（法國）。2017年，

為NDLTD的第20屆ETD研討會，今年的會議活動於2017年8月7日至9日，在美國華

盛頓特區舉行，主辦單位為美國華盛頓特區的George Mason University，同時由

NDLTD與美國電子學位論文協會（United States Electronic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Association，USETDA）共同參與協辦。另一方面，本館於2013年首次參與在香港

所舉行的ETD研討會，而今年由於本館獲邀主辦2018年ETD研討會，送件申辦後得

到全體NDLTD董事會委f員一致通過，正式邀請本館派員赴美觀摩今年的研討會，

並進行15分鐘的宣傳介紹，為明年本館主辦ETD2018研討會預作推廣。因此，本館

特別指派王宏德助理編輯與吳亭佑助理編輯代表出席今年的研討會活動。此次出國

期間為2017年8月5日至8月11日，除出席論文發表場次，瞭解各國學術機構電子學

位論文（ETD）的相關研究與發展狀況之外，亦參訪了美國國會圖書館、福爾傑莎

士比亞圖書館，以及美國國家檔案館等舉世聞名的文獻典藏機構。 

 

2017年的第20屆ETD研討會的主要訴求，乃是為大學研究單位、圖書館、資訊

技術部門，以及其他與電子學位論文、機構知識庫（機構典藏）等工作領域相關的

研究生和從事學術交流工作者提供優質的教育訓練機會。而大會主辦單位的目標，

則是提供以實踐為導向的知識內容，讓從事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的專業人員，得以提

高電子論文的製作成效、促進相關業務的推動。此外，亦希望將會議作為展現未來

研究的平臺，提供更多的創新研究資訊，鼓勵會員在世界各地組建區域性的網路社

群，並藉以支援個別的電子學位論文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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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此次赴美國參與ETD2017會議實際日期為8月7日至9日。與會人員於106年8月5

日9時由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聯合航空班機出發、中途經舊金山轉機，於美國當地時

間8月5日18時抵達華盛頓杜勒斯機場，並直接由機場搭車前往華盛頓特區，住宿位

於會場附近的 The Hamilton Hotel。翌日上午先行前往參觀美國國家檔案館，8月7

日起一連三天則前往會議中心出席ETD2017會議。9日中午會議結束，10日啟程搭

乘聯合航空班機再次經舊金山轉機，於臺北時間8月11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圖1：本館同仁於2017 ETD Symposium會場 

 

 圖2：本次會議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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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館出席「2017年電子學位論文研討會」(ETD 2017 Symposium) 

暨美國華盛頓特區相關機構參訪行程表 

日期 行程 

8月5日 

(週六) 

臺灣時間8/5上午9：50出發 

美國時間8/5下午6：00抵達 

【臺北–舊金山(轉機) –華盛頓特區】 

8月6日 

(週日) 

工作項目 

10:00- 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Museum） 

13:00- District of Columbia Public Library- Francis Branch 

8月7日 

(週一) 

工作項目 

8:00-17:00 參與研討會及觀摩、論文發表 

17:30-19:30 ETD歡迎晚宴 

8月8日 

(週二) 

工作項目 

10:10 
參訪LC High Density Storage, Ft. Meade、國家數位圖

書館計畫 

 研討會觀摩 

8月9日 

(週三) 

工作項目 

12:15-13:00 宣傳ETD 2018及閉幕典禮 

13:00-14:30 參與USETDA working lunch 

8月10日 

(週四) 

美國時間8/10上午 8：50返回 

【華盛頓特區–舊金山(轉機) –臺北】 

8月11日 

(週五) 

臺灣時間8/11下午6：30抵達 

【華盛頓特區–舊金山(轉機) –臺北】 

 

一、出席 ETD2017 會議 

2017年ETD研討會的主題為「探索全球聯繫」（Exploring Global Connections），

會場則設在Washington, D.C.的Embassy Suites Hotel地下一樓的會議中心。今年的大

會報到採用較為傳統的人工報到方式，於報名表單上核對、勾選與會人員的英文姓

名，即現場提供名牌與會議資料，來自各國的與會人員約150位。今年的會議活動，

主要集中在4個會議室，包括一個用於舉行開幕、頒獎與及用餐活動的大型會議室，

以及三個可同時舉行論文發表活動的會議室。主辦單位安排許多交流活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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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會前參觀、歡迎酒會、早餐交誼時間、自由組隊晚餐活動以及會後參訪，希

望能增進與會者彼此間交流的機會。 

本次會議議程主要包括會前工作坊、專題演講、3分鐘論文發表競賽、區域性

論文聯盟經驗分享，以及各場次同時舉行之會議論文發表，內容豐富且緊湊，茲重

點條列如下： 

 

（一）會前工作坊 

1. 電子學位論文新手會議：內容包括電子學位論文運動與發展歷程簡介、電子

學位論文實施概述、電子學位論文提交系統簡介、保存策略、電子學位論文

詮釋資料（metadata）、聯合目錄、電子學位論文機構典藏聯盟等討論議題。 

2. 簡化電子學位論文處理作業－以Vireo 4.0 Open Source 電子學位論文提交與

管理系統為例：系統展示內容包括：由研究生與管理者的角度檢視Vireo系統

基本功能、Vireo系統架構簡介與工作流程設定、Vireo系統控制詞彙設定、依

據個別的需求調整工作流程，以及如何獲取系統相關文檔與協助資訊等。 

3. 電子學位論文資料與複合型數位物件保存與管理：分享內容包括電子學位論

文資料與複合型數位物件介紹與管理、資料組織、檔案格式與資料儲存，以

及如何連結學生與學校的需求等內容。 

 

  

圖3：會前工作坊 (ETD for Rookies) 

 

（二）頒獎儀式 

由NDLTD主席頒發 ETD Leadership Award 給全球推動電子學位論文貢獻卓

越的人士。今年的得獎者為主管印度知名的  Shodhganga電子學位論文系統的 

Jagdish Arora博士和Manoj Kumar博士，藉以表彰他們對於推動印度學位論文全球

化與 Open Access的重大貢獻。而這也是繼2016年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博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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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之後，亞洲發展電子學位論文的成就再獲得國際 

NDLTD 組織的肯定與推薦。 

 

  

圖4：ETD Awards頒獎典禮 

 

（三）3分鐘論文發表競賽 (3-Minute Thesis Competition, 3MT) 

此活動為澳洲昆士蘭大學(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創立，目的在於提升研究生

的口語表達能力及摘要能力。本次的參賽者是各地學校初賽中脫穎而出的代表，於

研討會上進行決賽，學生必須在3分鐘內，以簡明易懂的方式向與會大眾詮釋他們

的論文研究內容，並由現場聽眾投票選出優勝者。參賽者皆展現出優秀的口才及表

達方式；主辦單位也希望藉由此一競賽活動培養學生的學術研究與交流溝通能力。 

 

 

圖5：3分鐘論文發表競賽會場 

 

（四）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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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題演講方面，大會邀請長年致力於圖書館研究，以及數位圖書館相關技術

議題的網路資訊聯盟(CNI)的執行董事Clifford Lynch擔任主講者，並以"Re-thinking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and Evolving Ideas about ETDs"為題發表精闢的演講。而演

講的重點則環繞在討持續演進中的ETD本質，以及重新定位未來ETD在機構典藏領

域中的發展目標與平臺應用等相關技術議題。 

 

（五）會議論文徵稿 

本次大會針對三大範疇向全球徵求會議論文： 

1. 電子學位論文的研究與實踐：包括資料管理個案研究、資料探勘（Data mining）、

資訊視覺化、機構典藏（機構知識庫，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的外部整合

應用與未來發展、電子學位論文的創作、電子學位論文系統的發展歷史與經

驗分享等議題。 

2. 簡化電子學位論文處理的相關研究：包括電子學位論文與資料保存最佳化的

策略研究、圖書館技術服務館員與數位學習者間的合作、機構典藏的省思、

開放式檔案存取協定（OAI-PMH）於電子學位論文詮釋資料之應用、研究生

提交電子學位論文與審核機制、電子學位論文的著作權與限制、電子學位論

文的徵集與編目等議題。 

3. 電子學位論文對於全球的影響：包括資源描述和檢索、人工智慧的整合與應

用、多媒體於電子學位論文的創新應用、開放資源（open source）應用於電

子學位論文的處理方案等議題。 

 

（六）會議論文發表 

經過ETD2017大會主辦單位審核之後，今年共計有16篇論文脫穎而出，被安排

在三天的議程當中進行發表，而本館王宏德助理編輯、林安琪編輯、吳亭佑助理編

輯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員Jeff Liu聯合撰稿的論文亦名列其中。8月7日下午

以”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ETDs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Case Study 

from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CL) of Taiwan an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為題共同發表，藉由區域整合的角度切入，向與會大眾分享臺灣與香港發

展ETD的理念、成果與未來展望，會中亦獲得 NDLTD 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 

Edward A. Fox 博士的高度評價，並多次表達對於本館承辦2018年全球 ETD 研討

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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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本館同仁與港中大館員合作發表 

 

 

圖7：吳亭佑助理編輯發表 

 

二、ETD 2018 Symposium 宣傳 

本館於2010年加入NDLTD，是該組織中少數的國家型單位成員；NDLTD於去

年底來信邀請本館申辦2018年研討會，本館於今年5月提交申請，並於6月獲得

NDLTD董事會一致通過由本館承辦；因此，NDLTD邀請本館參與今年在華盛頓特

區所舉辦之研討會，藉此觀摩並為明年之活動預作推廣。此外，負責主辦本屆ETD

會議的美國電子學位論文聯盟(USETDA) John Hegan教授也邀請本館參與研討會結

束後之內部工作會議，傳授承辦心得及注意事項。 

 

ETD 2018研討會訂於明(107)年9月26日至28日於本館舉行，研討會主題為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Rims and Oceans: Globalizing Knowledge with ETDs」，

包含：電子學位論文之典藏與分享、電子學位論文之國際性與地區性服務、大數據

的收集與分析利用、從學位論文看國家研究能量、電子學位論文知識加值與數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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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產業發展，以及知識產權與學術倫理等6大子題。為達宣傳之效，本館於行前製

作ETD 2018明信片及紀念品，並事先寄送180份至華盛頓研討會會場，提供主辦單

位發放；此外，我們也製作介紹影片及建置初步研討會網站，盼達到最佳宣傳效果。 

 

本館一行人於8月6日前往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Gelman Library，拜訪

NDLTD之董事會委員及執行長Edward A. Fox博士，感謝委員全力支持本館主辦明

年之研討會，並致贈本館紀念品，委員們也都對本館之承辦表示期待。8月7日研討

會正式開幕，主持人於開幕式上介紹本館；本館同仁亦把握參與各場次會議的機會

努力宣傳；研討會於8月9日中午閉幕，主辦單位安排15分鐘宣傳時間，本館以播放

短片及簡報方式，介紹臺灣以及本館博碩士論文資源，影片內容也獲得來賓一致的

讚賞。 

 

 

圖8：於Gelman Library拜訪NDLTD委員 

 

研討會結束後，本館同仁參加主辦單位之工作會議，並就會議舉辦相關細節請

教主辦單位，包括：會前工作坊議題之訂定、ETD獎項徵求辦法及預算等，主辦人

John Hegan教授都給予非常詳細的說明，本館同仁亦記錄重點，以供明年承辦時參

考。 

以下茲簡介本館為宣傳ETD 2018所準備之項目： 

 

(一)  明信片 

    ETD 2018研討會主視覺取自本館所典藏之古籍，以古典素材設計出獨特的臺

灣圖像，並搭配英文標題及中文「歡迎」字樣；背面則以本館照片為底，印製明年

研討會主題及簡介，典雅的樣式也受到國外與會來賓的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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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明信片正面 

 

  
圖 10：明信片背面 

 

(二)  蘇東坡金質書籤 

    應NDLTD要求，下屆研討會之承辦國家需於前一年度研討會時，事先提供具

國家文化特色之小型宣傳品，故本館特藏組提供蘇東坡金質書籤，作為本次宣傳的

紀念品。書籤上之蘇東坡圖樣取自於本館所典藏之古籍，並提有「粗繒大布裹生涯，

腹有詩書氣自華」之詩詞，出自於蘇軾之《和董傳留別》；本館特請館內之外國漢

學學者將詩詞及蘇東坡簡介翻譯為英文。 

 



14  

  
圖 11：本次會議資料袋及本館宣傳明信片與書籤 

 

   
圖 12：蘇東坡金質書籤小卡正反面 

 

(三)  宣傳影片 

    本次研討會主辦單位於閉幕式時規劃15分鐘時間，提供本館宣傳明年的研討會。

據NDLTD所提供之參考資料，歷年研討會宣傳多為下屆主辦單位上臺以簡報方式

呈現，為加深來賓對臺灣及本館的印象，且希望能以活潑的形式表現明年研討會之

特別之處，本館製作「ETD 2018 Symposium」宣傳影片，影片內容包括：臺灣及

臺北介紹、本館現況、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簡介，以及2018年電子學位論

文研討會簡介等，片長約9分鐘，將上傳至正式研討會網站供各界瀏覽。 

 

(四)  宣傳網站 

    NDLTD建議研討會網站應盡快上線，故本館資訊組同仁於本(106)年7月即協助

建置初步的研討會網站，網址為：etd2018.ncl.edu.tw，後續將依照實際研討會需求

功能，如投審稿、最新消息發佈、線上報名等需求，架設正式網站。 

 

http://www.etd2018.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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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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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觀美國國會圖書館及福爾傑莎士比亞圖書館 

（一） 美國國會圖書館 

本館近年積極爭取建設分館及全國文獻聯合典藏中心，於今年經行政院核定

「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將落腳臺南新營，故現正密集開會討論，

參考各國典藏中心之建設，以制定符合本館需求的規格。本館同仁故利用此次赴華

盛頓的機會，參訪美國國會圖書館，汲取其高密度倉儲建置的經驗，盼作為本館南

館聯合典藏中心之建置參考。 

 

    出發前幾經與美國國會圖書館人員聯絡與溝通，表達參訪其高密度倉儲的意願，

但對方考量倉儲地點位於馬里蘭軍事基地內，離華盛頓特區約需一個小時車程，且

入內需接受嚴密的安全檢查，建議本館同仁至美國國會圖書館內聽取建置負責人之

簡報，故我們便於8月8日上午前往美國國會圖書館，由Steve Herman先生為我們解

說高密度倉儲的建置經過、設備及運作模式。 

 

  
圖 14：高密度倉儲座談 

 

    Steve Herman先生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典藏部門的資深館員，亦是國會圖書館高

密度倉儲建置規劃的負責人，他為我們詳細介紹了倉儲的建置過程、設備及運作，

茲分項說明如下。 

 

1. 地理位置 

    國會圖書館之高密度倉儲位於馬里蘭州 Fort Meade基地內，面積達100英畝，

規劃時便預留了13個模組空間。其地點擇定條件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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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其建置目的非遠端倉儲，每日需運送2次，故要求地點需距國會山莊車程

1小時內。 

(2) 過去曾有改造既有建築做為倉儲的失敗經驗，故希望有足夠空地自建環境

條件嚴格的國家圖書館高密度倉儲。 

(3) 避免日後需四處尋覓地點另外擴增倉儲，土地面積需有足夠擴展空間，降

低運送、服務及安全效益。 

 

  
圖 15：高密度倉儲基地平面圖 

 

  
圖 16：高密度倉儲模組外觀 

 

2. 建置期程 

    此高密度倉儲於2002年完成第1模組，包含辦公室、卸貨平台、機械室、前廳

及流通作業區；2005年完成第2模組之建造；2009年完成第3、4模組，含資料處理

區、裝卸區以及4個低溫倉儲室，並完成特殊資料館藏的移入；第5模組預計於2017

年10月完工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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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模 

    目前已建置完成之模組規模及館藏容量如下： 

(1) 模組1：8,500平方英呎，現有160萬冊館藏，來自國會圖書館的一般書、區

域研究和法律圖書館。 

(2) 模組2：超過12,000平方英呎，已存放到最高容量，約190萬冊。 

(3) 模組3、4：各12,500平方英呎，存放特殊規格館藏，包括1,000萬件手稿、

230萬件印刷品、畫作、照片及海報、210萬件樂譜、542,000張地圖，和180

萬件美國民俗館藏。預計裝滿時，四個低溫倉儲室將有650萬張底片、幻燈

片和彩色印刷品，以及近 50萬捲微縮片。 

 

    各模組皆包含流通作業區，其相對位置一致，必要時可拆除模組之間牆壁，擴

展空間利用。模組1、2和5主要為存放書籍和期刊合訂本而設計；模組2和模組5有

少部分是特殊規格館藏。模組3、4用來儲藏各種客製化尺寸的保存盒，包括立體物

件以及大型的盒子和紙箱。另有5英呎高的地圖櫃，共有超過12,000個抽屜存放地

圖和印刷品。 

  
圖 17：高密度倉儲模組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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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資料裝卸區 

 
圖 19：資料處理區 

 

4. 倉儲模式及環境 

    美國國會圖書館高密度倉儲採用哈佛模式，據負責人Steve Herman先生表示，

建置之初亦考慮使用ASRS模式，最後選擇哈佛模式，認為其優點如下： 

(1) 造價成本低； 

(2) 善加利用建物高度，倉儲架高至30英呎，以人工操作的高架電梯（high bay 

lift）存取資料； 

(3) 資料存放不採主題分類管理方式，僅依據圖書物件尺寸大小，分別存放在

12種尺寸規格的除酸紙書盒； 

(4) 針對特殊資料類型物件，預先規劃儲存位置、空間及容器規格，可確保充

分利用所有儲存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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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哈佛模式高密度書架 

 

    在環境方面，倉儲區地面以上之3種高度皆裝設溫溼度偵測器；溫度控制採用

暖通空調（HVAC），一般倉儲溫度為50ºF/10ºC (正負2.5ºF)，濕度30% (正負5%)；

低溫倉儲分為兩類，一為溫度35ºF/1.6ºC，濕度30%，另一為溫度25ºF/-3.8ºC，濕度

30%。低溫區資料取出前，須先放置預備區(staging area) 2天調節溫度，避免凝結水

氣。此外，運送館藏時，租用的運書車亦須有維持相同溫溼度的設備。 

 

    照明設備部分，為避免館藏暴露在自然光之下，倉儲模組沒有任何窗戶或天窗，

模組內由高壓鈉燈提供超低紫外線的人工照明，照明亮度設定為書架最底層維持2

呎燭光 (2 ft. candles)。 

 

  
圖 21：書架間照明設備 

 

    防火設備方面，各模組配置最先進的防火系統，符合NFPA及NARA的倉儲防

火標準。牆壁及天花板則依防火等級標準建造，並依書架系統畫分區域，配置上方

和書架間的灑水系統，每個灑水器最大的灑水區域不超過100平方英呎；此外為將

災害損失降到最低，書架間15英呎高的地方有連續的水平屏障；每50英呎有一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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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板；配置自動煙霧偵測器，每個偵測器的偵測區域不超過500平方英呎；另有水

位感測器分佈在模組表面；模組2建有50萬加侖的水槽和抽水設施提供13個模組滅

火使用。 

 
圖 22：模組 2 之抽水設施 

 

    倉儲內亦有因應各項作業需求而增設的相關設施，例如：處理各類型特殊資料

的工作區、資料進出裝卸區、新進資料蟲害監控室等，為減少罕用及珍貴館藏的移

動，並設有掃瞄設備，將資料數位化。 

 

5. 資料處理及管理 

    倉儲入藏之資料各部門決定，以其罕用館藏為主，依尺寸大小裝箱，共有12

種不同尺寸之書盒，特殊館藏另訂製不同資料盒；倉儲架每層深36英吋，可供2排

書盒並列。所有資料皆需先除塵再裝箱；地圖及手稿等特殊資料需先放入無酸封套

再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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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裝箱入庫作業 

 
圖 24：調閱書籍除塵作業 

 

  
圖 25：倉儲入庫作業區參觀 

 

    處理特殊資料倉儲時，事前需要有縝密的評估，包括各種特殊資料的倉儲需求，

預估倉儲盒訂製的數量及成本，且倉儲盒材料須符合圖書館的需求，並且需兼顧精

簡空間同時要能確保物件運送時的安全及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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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物件管理方面，採用哈佛倉儲資料管理系統，因為認為其簡單易用。哈佛管

理系統中，每一件館藏、書盒、書架都有一個條碼；收到調閱需求後，會產生取書

清單，首先確認書目、館藏條碼、館藏地等資料，再經由館藏條碼連結至書箱條碼，

確認其架位編號後再由人工取書。 

 

    美國國會圖書館之高密度倉儲使用獨立的查詢系統(LAS)，提供物件條碼、盒

子條碼、和書架條碼間的連結。前端查詢連結即為整合圖書館系統(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 the LC ILS)中的物件條碼欄位，條碼送達Ft. Meade時，就會進入LAS系統，

顯示物件的位置。LC ILS讓國會工作人員、研究者或圖書館工作人員能快速判斷所

需要的物件是否在Ft. Meade，系統內該筆物件的紀錄會清楚顯示所在的位置。 

 

 
圖 26：LAS 倉儲管理系統 

 

6. 調閱服務 

    美國國會圖書館主要任務在提供國會議員及讀者所需要的參考資料，因此在建

造高密度倉儲時，便以方便調閱為目標，盡可能地提供最快速便捷的服務，而倉儲

僅做為儲存設施，內部不設公共閱覽室。 

     

讀者調閱時，系統便會自動告知此物件在倉儲，最多需等待24個工作小時，倉

儲和國會山莊間一天提供2次的文件遞送服務；上午收到的調閱需求，下午便可送

達；下午的調閱則會在次一個工作天的上午送達；調閱回來的書則需除塵後再歸

位。 

 

    此外，國會圖書館亦提供參考服務，包括由倉儲工作人員為國會山莊調閱單位

「查詢、確認文獻、影印及傳真資料」等；倉儲與國會山莊間的調閱為免費，且美

國國內館際合作也是免費的服務。根據國會圖書館的統計，2002年第1模組啟用至

今，已成功完成超過30萬件資料調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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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調閱流程 

 

7. 高密度倉儲之挑戰與未來規劃 

    倉儲建造的工程浩大，且需多方資金挹注，目前雖然已經完成模組5，但依照

原定計畫目前進度應已建完模組9，建造進度其實嚴重落後，故現仍需要租用臨時

空間存放館藏。又，原定計畫包括物流中心，緊鄰倉儲模組；此設施將用來暫存新

送來的館藏和耗材，目前也尚未建造。但現階段已爭取到模組6的經費，正在進行

設計；預計完工後之規模將是現有的模組兩倍大(25,000平方英尺)。 

 

8. 其他：參訪國會圖書館閱覽區及書庫 

    此次參訪國會圖書館，在Steve Herman先生的帶領下，我們除了瞭解高密度倉

儲外，也有幸參觀了一般到訪者難以進入的閱覽區及書庫。國會圖書館歷史悠久，

1897年建館之初所建置的初始書庫不敷使用後，又陸續擴建了其他書庫；而初始書

庫9層樓，總高度63英尺，書架為鑄鐵材質，上下與大理石天花板、地板接合，兼

顧避震、防止火災蔓延等功能。據館方表示，館內的書庫在多年前曾歷經一場地震，

鄰近的圖書館書架全部倒塌，唯獨國會圖書館的書庫仍舊屹立不搖，堅固程度可見

一斑。 

 

 
圖 28：書庫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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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鐵鑄書架 

 

 
圖 30：書庫之大理石天花板 

 

    國會圖書館是世界第一大圖書館，除了館藏之外，建築本身更是引人入勝，館

內的雕刻及藝術壁畫，每天皆吸引成千上萬的遊客從世界各地遠道而來參觀。為使

參觀者和讀者都能盡興，館方在動線上也做了特殊的安排；遊客進門首先會來到

Great Hall，大廳的一樓展示建築特色，另有特藏展覽，如古騰堡聖經、美國漫畫

手稿等；二樓則設參觀專用通道，讀者可透過透明的壓克力圍欄俯瞰閱覽大廳；壓

克力圍欄不會妨礙觀賞的視線，同時也隔絕了參觀者的音量，使在閱覽區使用館藏

的讀者不受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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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由二樓俯瞰閱覽大廳 

 

  
圖 32：與邵東方博士於閱覽大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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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Steve Herman 先生帶領參觀閱覽大廳 

 

（二） 福爾傑莎士比亞圖書館 

除了一連三天緊湊的研討會之外，我們也參加了由ETD2017主辦單位所安排的

莎士比亞圖書館參訪行程。這座位於華盛頓國會山莊附近，緊鄰美國國會圖書館約

翰．亞當斯（John Adams）大樓與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大樓的「福

爾傑莎士比亞圖書館」（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緣自於亨利．克萊．福爾傑

與艾米麗．喬丹夫婦畢生致力於莎士比亞著作的私人收藏與捐贈所興建而成。該館

於1932年4月23日落成啟用，並以福爾傑的姓氏命名，成為目前全世界收藏英國大

文豪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書籍、手稿、繪畫等相關文物資料，

以及16、17世紀英文善本書最完整的圖書館。 

莎士比亞圖書館的外牆由白色的大理石構築而成，裝飾著源自於莎士比亞經典

劇著的浮雕與莎士比亞名言的銘文，沉靜而高雅；圖書館的另一面則佇立著莎士比

亞名著《仲夏夜之夢》裡精靈帕克的雕像，古靈精怪的表情和肢體動作為整棟優雅

的建築增添了幾分慧黠。走進大門之後彷彿置身於英國古代建築，負責接待的館員

親切地的問候同行的參訪者，並指引我們自行參觀位於圖書館入口處左側的長廊，

以及右側的文創紀念品商店。然而，這間舉世聞名的私人圖書館，雖然標榜著「獨

立研究型圖書館」，但是其服務對象卻僅止於少數客群，而其最大的特色之一，便

是珍貴的典藏品不開架閱覽。其次，除了在特定時間開放報名的觀光導覽之外，閱

覽室平時並不開放一般民眾入內參觀與利用，倘若專業人士需要申請閱覽該館館藏

的古籍資料，除了需要提交完整的研究計劃之外，還需要另外準備兩封「夠份量」

的推薦信，因此，進入閱覽室一窺珍藏的資格可謂非常嚴苛。 

 

相較於此，左側都鐸風格的展覽長廊則顯得令人驚豔與親民許多。走進此一固

定公開對外展出的長廊，二側掛滿了二十餘幅與莎士比亞相關的繪畫藝術展品，而

這些橫跨17至21世紀的作品，除了莎士比亞的肖像之外，也包括莎士比亞戲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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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故事人物、以及不定期的館藏特展。此外，為了增加與參觀遊客的互動，現場

除了提供莎士比亞戲劇服裝供參觀者自由試穿之外，亦提供了多處可舉著畫框與莎

士比亞雕像玩自拍的展示點。 

 

另一方面，該館也安排了專業的資深解說員為我們進行導覽，一位拄著拐杖的

長者站立在長廊的盡頭，引領我們進入了迷你劇院，而這座看似不起眼的小劇院，

據說每年都會在此演出許多莎士比亞的經典名劇。參觀完小劇院之後，解說員繼續

帶領我們進入另一個古色古香的小閱讀室，並為我們介紹了該館最引以為傲的鎮館

之寶：一本保存完好的「第一對開本」（The First Folio）。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

一「第一對開本」的莎士比亞劇本合集，在1623年只出版了750本，目前流傳於世

的還有228份，而單是莎士比亞圖書館便收藏了82本，包括其中狀況最佳的這本鎮

館之寶更是價值連城，據說拍賣價可達600萬美金。 

 

 

圖34：福爾傑莎士比亞圖書館圖書館外觀 

 

 

圖35：展示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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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鎮館之寶：「第一對開本」的莎士比亞劇本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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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心得 

（一）國家圖書館為臺灣學位論文主要的徵集、典藏暨系統服務建置機構，自

1994年接受政府委託執行「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建檔計畫」，正式啟動臺灣學

位論文數位化建設以來，歷經了逾20年的努力，我們不但具體實踐了學位論文

數位典藏及Open Access的理念，同時也自力發展出全球罕見的「非營利性國家

級電子學位論文共建共享平臺」。在邁向電子學位論文的道路上，我們不僅是

夢想的編織者，更是推動永續經營的實踐者，樂於和全球的同道共同分享臺灣

的發展經驗與成果。今年在ETD2017的研討會中，我們有幸與主管印度國家級學

位論文共建共享平臺 ShodhGanga系統的Manoj Kumar博士會面，並對近年來印

度在推動電子學位論文Open Access的重大貢獻深感欽佩。此外，亦對近年來印

度積極參與及推動該國電子學位論文全球化的強烈企圖心留下深刻印象。歷年

來，除了積極參與國際 NDLTD組織所舉辦的ETD研討會爭取國際曝光率、爭取

主辦2015年全球ETD研討會之外，印度國內也舉辦了類似的國際研討會。在今年

8月9日華盛頓特區的ETD2017研討會閉幕之後，8月23日我們便收到Manoj 

Kumar博士的e-mail，邀請參加9月26、27日在印度所舉辦的第4屆的iETD研討會

－National Conference iETD 2017（https://www.inflibnet.ac.in/ietd2017/index.php），

而此一重要訊息，對於本館代表臺灣接辦2018年全球 ETD研討會多有借鏡之

處。 

 

（二）此次會議，我們除了多方宣傳明年的ETD2018活動之外，也多方詢問各國

的與會代表，藉以瞭解各國在推動電子學位論文建置、送存典藏與開放利用的

狀況。其中包括德國、加拿大、芬蘭等國，皆是由國家圖書館負責該國的紙本、

電子學位論文典藏與公開利用。此外，印度則是由UGC（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做為主導機構，根據相關的規定，印度的大學必須送存電子學位

論文且在ShodhGanga系統提供公開存取。相較其他國家積極推動與建置電子學

位論文典藏與公開利用平臺的快速發展，本館雖為國內唯一的學位論文法定送

存單位，但礙於相關法令的修法進度，目前仍以紙本論文文主，電子學位論文

為輔，進而也影響了臺灣電子學位論文的全文上網授權率與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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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較於歷年的ETD研討會，今年的大會報到、會場佈置、活動網站建置、

工作人力編配等皆顯得較為簡約，對本館而言，明年接辦ETD2018研討會活動將

以英文為主，因此，相關的資源調度與人員配置將成為重點的規畫項目之一。 

 

（四）ETD研討會今年邁入第20屆，配合科技的與時俱進，每年探討應用於電子

學位論文送存、取用的可能及發展，同時也為致力於保存電子學位論文的工作

者提供跨國性的溝通平台。因此，歷年的主辦單位皆相當重視交流時間的安排，

希望與會來賓能透過彼此間的經驗分享，促成更多的跨界合作。舉例來說，本

次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之一便是有關機構典藏論壇的開創，此論壇的3位創辦人

服務於美國不同的大學，各自負責學校的機構典藏；因為在前幾屆的ETD研討會

上相識，進而有了創立機構典藏論壇的想法，希望透過此論壇，結合更多相同

領域工作者，共同解決在建置及維護機構典藏所遭遇的難題，同時也分享各自

機構典藏的工作經驗。藉由參與研討會而產生新的想法及碰撞出新的火花，這

也是主辦單位所樂見的。 

 

（五）本次參與研討會期間，正逢本館與教育部討論推動學位論文授予法修法

的議題，藉此機會順道訪問了與會各國來賓，瞭解不同國家的學位論文送存及

公開的規定。初步訪問美國、巴西、南非、印度及祕魯之學者，發現除印度外，

其他國家之全文公開主要依照各大學規定，且秘魯及美國加州皆規定受到政府

補助之論文需公開全文。印度的情況則與臺灣類似，除了建置由政府機構負責

維護的國家級電子學位論文資料庫外，並制定法律規範電子全文的公開，茲整

理各國情形如下： 

 

表 2、ETD 2017 Symposium與會各國電子學位論文公開情形 

國別 電子學位論文公開情形 公開法規 

依據 

是否有公部門維護

之學位論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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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電子學位論文公開情形 公開法規 

依據 

是否有公部門維護

之學位論文資料庫 

美國 國會圖書館徵集美國各大學之所

有博士論文(除臨床醫學和科技農

業兩領域之博士論文交由專門圖

書館保存)，以 Microfiche 方式做

為永久典藏，透過 ProQuest 數位論

文系統提供線上服務。國家沒有規

定公開，僅加州政府規定由政府補

助之研究論文需公開。 

依各校規定 政府委託

ProQuest 建置資

料庫；各大學間

則各自成立許多

聯盟（ex. 

OhioLink)，維護

聯合目錄 

巴西 國家有著作權法，作者可自由決定

是否公開，但大學及研究機構各自

訂定電子全文公開規範。有全國聯

盟存取會員機構的書目資料，查詢

後連回各機構典藏取得全文。 

依各校規定 有 

南非 由國家圖書館保存所有送存的出

版品，但另有國家研究基金會負責

ETD 的公開取用，並管理 ETD 的

資料庫。 

無規定 有 

印度 UGC（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為主要機構，有國家

型規定送存 ETD 並規定公開存

取，並有國家級的查詢及送存系

統，可下載電子全文。 

UGC 

Minimum 

Standard and 

Procedure for 

awards of M. 

Phil/PhD. 

Degree 

有 

秘魯 依各大學規定，但由國家補助的研

究論文規定要公開。 

依各校規定 有 

 

（六）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規模龐大，包括三座主要建築物以及位於馬里蘭的高

密度倉儲，每年到館人次超過150萬人；因位於美國重要政治特區，進出都需經

過嚴密的安全檢查，但仍維持良好的秩序；又，其館藏超過164,000,000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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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逾3,000位，不同部門各司其職，兼顧一般參觀者及使用者的需求，帶給讀者

最完善的服務和使用經驗，令人佩服。 

 

（七）雖為國家文獻保存單位及提供研究協助之單位，美國國會圖書館在一樓

大廳仍闢了一處舒適的青少年及兒童閱覽區，不需閱覽證即可進入，父母也能

陪伴孩子閱讀。其設置目的是希望能服務鄰近地區的家長及孩童，讓國會圖書

館不僅是研究者專屬的場域，也不再高不可攀，不同需求的讀者在此都能找到

屬於自己的空間。 

 

二、建議 

（一）依據現行之規定，返國二個半月內繳交出國報告的時程稍嫌緊湊。建議

主管單位延長出國報告繳交期程至三個月，以便出國人員能夠更為深入的整理

與撰寫相關業務報告。 

 

（二）本次ETD2017研討會活動，對於海報展的部分較為美中不足，建議明年本

館主辦ETD2108研討會時，可加強徵求海報的參展數量，並仿照其他類型之國際

研討會活動進行評選與頒獎表揚。 

 

（三）本次研討會活動所規畫的3分鐘即席論文發表競賽，深受與會人員的好評，

建議本館主辦ETD2108研討會時，亦能加入此一活動規畫，邀請國內的研究生藉

此競賽活動培養學術交流與溝通能力。 

 

（四）本館於2013年首次參與國際ETD研討會，今年為第二次參加，建議未來能

夠持續派員參與相關的研討會活動，除了提高臺灣在國際社群的能見度之外，

亦可隨時掌握各國電子學位論文發展的脈動，廣泛與各國代表進行交流，進而

深化臺灣電子學位論文在地化與全球化的影響力。 

 

（五）相較歐美等國推動電子學位論文典藏與開放利用的快速發展，建議政府

應加速學位授予法的修法進度，以健全臺灣全面推動電子學位論文國家典藏與

開放利用的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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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透過本次研討會，觀摩許多國家所建置之博碩士論文系統；「臺灣博碩

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自建立以來已邁入第20年，未來之系統精進希望能參考

其他國家之系統優點，無論在視覺外觀或軟體功能上皆能為使用者帶來新的體

驗。 

 

    此外，此行參訪美國國會圖書館，希望能汲取經驗應用於未來南館及聯合

典藏中心之設計，茲提供建議如下： 

 

（一）建置前應有完善移倉規劃 

    依據國會圖書館之經驗，在規畫倉儲空間時，事先調查各部門需要移送之

館藏類型，並縝密計算書架排放的位置，立體的館藏如地球儀等，預先以大小

分類，裝進適當尺寸的箱子再放置於架上，如此能有效利用空間，避免不必要

的浪費。 

 

（二）預想需求及未來擴充之可能性 

    借鏡國會圖書館高密度倉儲的經驗，因館藏會持續地增加，為避免未來需

要四處另覓新的倉儲地點，也避免館藏存放位置分散，預留倉儲的擴充空間實

屬必須。另外，在建置計畫中，原訂應該先建造的物流中心目前尚未建成，也

造成了在物資供應及存放上的不便，故相關設備的建置順序應在事前完整考

量。 

 

（三）採用最合適的設備，而非最高科技的設備 

    美國國會圖書館在規劃高密度倉儲時，曾考慮是否使用以機械手臂取書的

ASRS自動化模式，但考量造價、維護及實用性，最後仍選擇以人工操作堆高機

的哈佛模式。根據Herman先生的說法，哈佛模式雖然有點「呆(dumb)」，但考

量國會圖書館的實際需要，仍認為哈佛模式是最合適的。因此，在規劃時應以

實際使用需求考量，而非一味追求最先進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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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一、ETD 2017 Symposium會議手冊 

二、參訪美國國會圖書館及高密度倉儲座談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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