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館務簡訊 

國家圖書館莊芳榮館長等一行參訪大陸重要圖書館暨相關機
構 

  國家圖書館莊芳榮館長應大陸中國圖書館學會的邀請，率特藏組盧錦堂主任及採訪組
陳德漢助理編輯，於民國88年7月6日至19日前往大陸參訪圖書館暨相關機構，除與大陸圖
書館學界進行文化交流之活動，並就圖書館事業，向當地有關人士宣揚我們的理念；期藉
此機緣，謀求兩岸圖書館界未來合作的意願。 

  此次參訪對象，除了北京大學圖書館、北京圖書館、敦煌研究院資料中心⋯⋯等重要
的國家級圖書館或資料中心之外；較特別的是臺灣圖書館界鮮少涉足的地區性圖書館，如
北京市東城區圖書館、天津市河東區圖書館，亦列入尋訪的名單中；而位處偏遠的蘭州圖
書館，我們也不願錯過。再者，我們一行還拜訪了當地著名的博物館，包括：甘肅省博物
館、炳靈寺石窟、張掖市博物館、新城魏晉磚壁畫博物館、敦煌莫高窟、西安碑林博物
館⋯⋯等，藉以探究文物與文獻相互結合的重要性。總計兩週的時間裡，我們走訪了11所
圖書館暨資料中心，9座博物館，行程緊密而充實，且收穫良多。 

  綜合此次參訪所得，針對未來的古籍文獻推展工作，兩岸可進行合作的事項有：1.善
本古籍聯合目錄與專題資料庫的合作編製；2.善本古籍複製品的交換；3.善本古籍的合作
出版；4.拓片的合作整理；此外，大陸學界對於古籍文獻的維護技術同樣是值得我們取法
學習的。另外本館為加強對大陸圖書資訊之瞭解：1.今後採購大陸專業書刊可嘗試委託當
地專業書店代理；2.可考慮指派採購人員赴大陸書市實地訪查，並即時掌握合宜的選書工
具。此行參訪的過程中，我們受到熱情的招待與尊重，雖然具體合作事宜尚待日後詳加研
議，不過所獲致的經驗相當豐富，這對未來館務的推動及兩岸文化交流的展望上無疑是一
個好的開始。（盧錦堂） 

國家圖書館舉辦第11屆新興資訊科技國際會議 

  1999年新興資訊科技國際會議（1999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ference，簡稱
NIT'99）於民國88年8月18日上午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揭開序幕。教育部楊朝祥部長親
臨開幕式致詞，他強調教育改革需要藉著資訊科技結合網路與圖書館協助，使學習超越時
空障礙；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黃鎮台主任委員亦蒞會致詞，他說為避免新興科技把人類
帶向不能預知的可怕方向，大家應重視人文關懷。國家圖書館莊芳榮館長則代表舉辦單位
致歡迎詞。 

  行政院蕭萬長院長亦撥冗與會，會見各國國家圖書館館長與貴賓，並於會中致詞，他
指出我國網際網路上網用戶到今年8月已突破四百萬戶，佔全球第七位，上網人口密度高
居亞洲第一位，希望人們善用網路資訊科技於工作、學習或溝通時，也能發揮人本、互信
與尊重。 

  該國際會議由美國西蒙斯學院陳劉欽智教授負責組織及召集，自1987年起已經在世界
各地舉辦10屆，本年度為第11屆會議，首度在臺灣舉辦。陳劉博士在會中介紹新興資訊科
技的過去、現在與未來，並以「美國NII、GII、I2及新世代網路科技與數位圖書館」為題
發表專題演講。會議一連舉行3天，共有來自20餘國250餘位學者專家與會，以英語進行研
討，除五場專題演講外，共發表論文47篇，已由陳劉博士編輯成論文集，書名為IT and 
Global Digital Library Development。會議由教育部、國家圖書館及美國全國圖書館與資訊科
學委員會舉辦，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中國圖書館學會及美國西蒙斯
學院協辦。 

  會中討論主題包括國家資訊基礎建設及國家資訊政策；數位圖書館與系統；全球性、
全國性及地方性網路；資訊科技的管理與教育訓練；遠距教學與網路教學；數位時代資訊
建立；維護保存與檢索；資料詮釋問題；電子出版與聯盟等，分為12場次進行。 



  新興資訊科技國際會議在過去10年間，分別在曼谷、新加坡、瓜達拉亞拉、布達佩
斯、香港、波多黎各、亞歷山卓（維吉尼亞州）、拉脫維亞、南非和越南等地舉辦。這一
系列的會議幫助圖書資訊界從業人員面臨這個兼具驚奇與混淆的時代，使其能夠對主要問
題和議題凝聚全球共識。面對21世紀的挑戰，本屆會議在臺北舉行，以臺灣在技術環境的
優勢，透過正式和非正式的場合也同樣可以讓先進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與會者有很多的機
會溝通。盼能藉著會議，促成建構全球性（特別是亞太地區）圖書館資訊科學社區，讓大
家攜手迎向數位未來的挑戰。（彭慰） 

終身學習之旅博覽會推展終身教育 建立學習社會 

  教育部主辦、資策會科展中心承辦之「迎接千禧年——終身學習之旅博覽會」，自民
國88年8月1日至8日於臺灣大學第二學生活動中心舉行。教育部舉辦本次博覽會，是希望
藉著終身學習理念的宣導，提供民眾終身學習資訊，鼓勵民眾隨時把握學習的機會，並積
極參與學習的活動。 

  博覽會主題區中包括主題館與社教園地館二個部分，社教園地館係邀請教育部部屬十
個館所參展，國家圖書館的參展主題為「網路圖書館」與「網路讀書會」。「網路圖書
館」主要展示本館全球資訊網、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全國圖書資訊網路系統、全國新書資
訊網及全國博碩士論文系統；「網路讀書會」展示教育部委託本館辦理「結合圖書館推動
讀書會活動」專案之活動成果，包括全國讀書會大連線網站、讀書會培訓課程與推廣活動
的成果展示，並在開幕典禮中對榮獲全國優良讀書會的30個團體舉行頒獎。 

  另本館於參展攤位上提供《圖書館與資訊素養叢書》、《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快
樂書香行》錄影帶、《資訊之旅》光碟、《讀書會小百科》、《1999全國讀書會調查
錄》、《1999全國讀書會調查報告》等出版品贈送參觀民眾，並舉辦有獎問答，民眾反應
熱烈，紛紛詢問本館相關資訊，可說已達到終身學習所強調：處處學習、時時學習的目
的。（唐申蓉） 

榮獲全國優良讀書會團體於終身學習之旅博覽會接受頒獎 

  教育部委託國家圖書館辦理之「結合圖書館推動讀書會活動——圖書館推動讀書會學
習成效的獎勵與推廣」，是希望藉著全國優良讀書會的評選，鼓勵成立讀書會及提升讀書
會的素質，同時結合公共圖書館及讀書會，培養全民的讀書風氣，以達到終身學習的目
標。該活動之承辦單位中華民國讀書會發展協會召開三次的評審會議，經由教育部社教司
曾文昌科長、國家圖書館宋建成副館長及王梅玲主任、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林文睿館
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鄭雪玫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林振春教授、高雄師
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何青蓉所長、中華民國讀書會發展協會邱天助理事長等8位評審委
員嚴謹的評選過程，評選出30個優良讀書會，並於民國88年8月1日「迎接千禧年——終身
學習之旅博覽會」開幕典禮中舉行頒獎，由教育部楊朝祥部長親自主持、行政院體育委員
會趙麗雲主任委員擔任頒獎人。 

  優良讀書會獲獎名單如下：新湖芥菜子讀書會、大同啟聰國小教師讀書會、臺北市立
圖書館三民分館讀書會、史記導讀學會、三芝國小媽媽讀書會、永平國小讀書會、老ㄊㄠ
讀書會、復興國中教師輔導知能進修讀書會、冬山鄉立圖書館知性書香會、新竹市立培英
國中青少年學生讀書會、臺中市立文化中心書香讀書會、省立臺中圖書館讀書會、臺中縣
大里市立圖書館讀書會、清水鎮立圖書館九一讀書會、大安鄉立圖書館讀書會、黎明讀書
會、彰化高商雲崗讀書會、彰化市康乃馨讀書會A班、名間茶香讀書會、竹山蕃薯媽媽讀
書會、埔里鎮快樂媽媽讀書會、埔里讀書會、紅瓦厝讀書會、花蓮高中家長讀書會、臺電
花東供電區讀書會、臺東縣文化中心讀書會、高雄市立圖書館知性書香會、嘰哩呱啦讀書
會、高雄赤山快樂媽咪讀書會、省立屏東高工同心圓讀書會。（唐申蓉） 

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擴充功能全新登場 

  「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專案計畫」過去一年在教育部的支持之下，執行「學位授與
法」所賦予國家圖書館的責任與使命，積極推動國內博碩士論文資訊數位化的工作，自87



學年度起，通盤檢討過去的磁片建檔作業，而改採線上建檔模式，建檔資料內容也由書目
資料、中英文摘要擴大到論文目次及參考文獻。截至目前為止，87學年全國各校院系所線
上建檔完成之論文摘要數已逾15,000餘篇，而「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之總資料
量亦達126,000餘筆。每篇論文摘要亦自動產生與政治大學WebPAC及國家圖書館「全國圖
書資訊網路」（NBINet）書目資料庫的連結，協助讀者就近取得紙本論文的最新館藏資
訊。綜言之，本計畫除了在過去一年當中獲得重大的突破之外，並成功地朝「網路博碩士
論文數位圖書館」（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NDLTD）的運作模式
轉型。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於彙整我國的博碩士論文，建立國內博碩士論文資訊系統，以最快
速、便捷的方式提供全國各級研究人員及使用者，透過電腦網路建檔、查詢博碩士論文資
訊，並建立國內最新、最完整的中文博碩士論文資訊系統，免費提供各界使用者第一手的
線上研究資源。因此，在「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的基礎上，國家圖書館新近推
出的「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提供國人一整合性的博碩士論文資訊服務，茲列舉其服
務項目如下： 

1.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現有博碩士論文摘要資料126,000餘筆。 

2.系統簡介：提供本系統最新發展動態資訊。 

3.學術論壇：臺灣地區唯一針對博碩士研究生需求所成立的研究方法討論群，
開放全球使用者針對各項學術議題進行討論、研究心得發表，藉以促進學術交
流與資源共享。 

4.進行中學位論文：提供各系所同學自行登錄個人進行中之學位論文，藉以促
進學術交流，交換最新研究方向等資訊。 

5.臺灣地區研究資源：彙集國內重要網路研究資源。 

6.線上勘誤表：提供讀者與本系統間之互動機制，以維護系統資料之權威性。 

7.博士論文全文影像系統：現有民國73年以前共400本之博士論文全文影像，然
礙於版權之限制，目前僅開放國家圖書館到館讀者使用，未來除將繼續增加資
料內容之外，亦將與各校圖書館研議合作事宜，開放館際合作之網路使用權。 

8.系所名錄：分北、中、南、東四區，彙集全國各校院系所最新名錄資訊。 

9.系所公告欄：由本館建立使用帳號及密碼，供各校院系所行政人員自行上網
公告最新學術活動資訊。 

10.研究所招生資訊：分北、中、南、東四區，彙集全國各校院系所最新招生資
訊。 

11.研究所入學考題：分北、中、南、東四區，彙集全國各校院系所最新入學考
試資訊。 

12.研究方法：彙集研究方法相關資訊，提供學生撰寫報告、論文之參考依據。 

  為解決博碩士論文全文服務之版權問題，自本（88）學年度起將局部試行博碩士論文
電子檔案上網授權事宜，唯此項授權為尊重著作權人，乃採自由授權性質。企盼未來藉由
本計畫共建共享機制之順利推展，國人可透過此一豐富的「網路博碩士論文數位圖書
館」，展現我國歷年來高等學術研究成果，進而掌握未來國內學術研究之脈動（全國博碩
士論文資訊網網址：http://datas.ncl.edu.tw/，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線上建檔網址：
http://www.ncl.edu.tw/theabs/）。（王宏德） 

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第十八屆年會於中國文化



大學召開 

  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第18屆年會，於民國88年9月15日，由承辦單位中國
文化大學圖書館，假該校曉峰紀念館（新建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行，該新館甫於今年3
月1日落成啟用，這次首度對外召開全國圖書館界會議，吸引了更多會員與會，共計89個
單位123位代表，包括各圖書館館長及館際合作業務館員。 

  上午之會員大會，由該組織執行小組召集人莊芳榮館長主持，會中首先由中國文化大
學林彩梅校長致歡迎詞，並邀請到該校董事穆閩珠博士致詞，穆董事現為立法院教育委員
會委員，積極為圖書館界推動圖書館法之立法程序。接著，邀請該校董事長張鏡湖博士專
題演講「漫談21世紀」，張博士學貫中西，值此新舊世紀交替之際，分別從人口、資源、
經濟、環境與政治方面，精闢地剖析21世紀全球將面臨的問題。 

  今年為配合該組織與「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整合的提案，由執行小組秘書鄭
寶梅報告「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之回顧與發展」，概述該組織自民國70年成
立以來歷年會務發展重點。 

  本屆年會共有三個提案：1.「有關加強全國博碩士論文的全文提供服務」，決議請移
國家圖書館參考辦理；2.「為期大陸資訊收藏單位能有效共享資源並交流經驗，請於中華
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下設置『大陸資料專門委員會』」，決議授權由該組織執行小組在
協調整合案時一併處理；3.「本組織會員過半數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會員，
請同意與該協會整合為一」，大會決議通過兩組織整合，相關整合事宜授權執行小組與秘
書處辦理。 

  會後文化大學圖書館安排參觀曉峰紀念館、陽明山國家公園景點旅遊及陽明書屋知性
之旅。感謝陳碧蓉館長、林惠敏主任暨全體同人精心籌劃，圓滿完成最後一屆年會之舉
辦，並達成與「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整合的歷史性任務。（鄭寶梅） 

中國圖書館學會委託本館舉辦三種圖書館專題研習班 

  國家圖書館接受中國圖書館學會委託，於民國88年7月19日至8月6日，分梯次舉辦圖書
館管理科學、資源組織與整理、電子館藏發展三種專題研習班，各為期一週，共有233位
來自全省各圖書館之從業人員參與研習課程。 

各班之課程安排與授課講師名單如下： 

圖書館管理科學專題研習班：資訊科技在圖書館行銷的應用（郭怡君）、圖書
館決策理論與應用（廖又生）、圖書館管理科學總論（卓玉聰）、人際關係與
情緒管理（洪有義）、圖書館館舍與布置（陳格理）、圖書館人力資源管理
（史久莉）、圖書館領導與激勵（林文睿）、圖書館衝突與談判（高強）、圖
書館網路規劃與管理（柯皓仁）、服務經驗交流（廖又生、宋建成）。 

圖書館資源組織與整理專題研習班：專題演講（陳雪華）、中文主題法研討
（張慧銖）、編目格式研討（江恿瑛）、書目網路編目資源（謝寶煖）、電子
資料編目（陳國副）、視聽資料編目（林淑芬）、編目自動化系統研討（賴忠
勤）、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研討（陳和琴）、書目品質控制（陳秋枝）、中
國圖書分類法研討（陳友民）、美國國會圖書館分類法研討（王梅玲）、杜威
十進分類法研討（俞小明）、權威控制研討（劉春銀）。 

電子館藏發展專題研習班：變動中的電子出版世界（戴懷德）、大陸地區網路
資源面面觀（王宏德）、網路資源與著作權（陳家駿）、網路上的灰色文獻
（宋雪芳）、電子VS傳統期刊的館藏發展策略（陳淑君）、圖書EDI與採購作
業（劉淑貞、李穎）、臺灣地區電子出版品現況與趨勢（王榮文、陳甫彥）、
引進數位化資訊資源共想聯盟策略（石美玉）、圖書館參與數位化資源共享聯
盟策略（黃鴻珠）、數位化資源與館藏發展（陳昭珍）。 



（唐申蓉）

配合「華文書目資料庫合作發展研討會」舉辦國家圖書館資
訊系統展 

  國家圖書館為配合「華文書目資料庫合作發展研討會」的召開，於民國88年8月30日
至9月1日於本館文教區三樓川堂舉辦「國家圖書館資訊系統展」。會場配置三部個人電
腦，除展出本館資訊網路系統外，並展出本館近年來新出版品及工具書，包括《圖書館與
資訊素養叢書》、《第三次中華民國圖書館年鑑》、《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等約200冊，
現場並派員擔任解說。 

  展出系統包括圖書館目錄查詢、全國圖書資訊網路、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期刊文獻資
訊網、政府文獻資訊網、文學藝術資訊網、博碩士論文資訊網、終身學習資訊網、古籍文
獻資訊網、漢學研究中心資訊網、全國新書資訊網等，使用者可以透過網路進入圖書的資
訊世界。 

  本館為方便讀者查檢資料，近年來積極運用電腦及網路科技，針對國內出版圖書、期
刊、學報、學位論文及政府公報、政府統計、出國報告書等，予以蒐集整理，從事索引目
錄建檔、全文及影像掃描，提供讀者，不必到圖書館便可透過「全球資訊網」，即時查詢
各類文獻資料，並取得該項文獻的全文，為我國「國家資訊通信基礎建設」提供了豐富的
內涵。民眾在任何時間從任何地點，利用電腦網路，就可以享有本館所提供各種便捷的資
訊服務。（簡家幸） 

1999年ALA年會、書展暨海報展於美國路易士安那州紐奧良
舉行 

  第118屆的美國圖書館學會年會（ALA＇s Annual Conference 1999）暨書展於1999年6月
25日起至29日止，在路易士安那州紐奧良市(New Orleans)的會議中心舉行。本屆年會的主
題是「慶祝閱讀、學習與連線的自由」(Celebrating the Freedom to Read! Learn! Connect! )。共
有2萬多名來自全美及30餘國的圖書館員參與盛會。 

  國內除了國家圖書館嚴鼎忠與鄭寶梅編輯代表出席會議、參加書展與主持海報展外，
另有由中國圖書館學會組成的代表團，總計近20人前往參加。 

  書展共有1,400個單位參展，攤位數近3千個，規模相當龐大。參展者的背景頗為多
元，包括：資訊系統業者、資訊設備廠商、出版商、圖書代理商、各類型圖書館、圖書館
專業團體、圖書館建築設備等相關業界。本館依循往例，精選87年度國內第一版新書展
出，共有圖書348種359冊，計分為：參考書、哲學宗教、科學技術、政治經濟、社會教
育、歷史民俗、語言文學與藝術等8大類。其中以歷史民俗佔三分之一為最多，語言文學
也有將近百種，更提供了有關政府施政概況的最新出版品參展。較為特殊的是其中有關烹
飪的書籍多達60多種，對於喜歡中國菜的老外，或者去鄉多年的中國人而言，都是頗富吸
引力的書籍。 

  書展期間，各參展攤位都使出全力吸引觀眾上門，或從攤位的布置著手，或提供質量
俱佳的紀念品、海報，或邀請名作家親筆於著作上簽名，或由名詩人現場吟唱，說書人講
故事等等，使得整個會場充滿生氣，熱鬧非凡。前來本館攤位參觀的人士，有美國東方圖
書館館員、華人圖書館員、旅居美國的臺灣圖書出版業者、當地留學生、曾經遊學臺灣的
學者等。對於攤位上的大幅海報、精美的臺灣出版品都相當有興趣。 

  參展圖書於展畢後，贈與紐奧良大學亞洲學術研究中心圖書館。贈書儀式於6月30日
上午，假該校亞洲學術研究中心圖書館舉行，由駐休士頓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劉廣
仁組長，代表我國政府贈送該批圖書，紐奧良大學亞洲學術研究中心主任愛德華博士(Dr. 
Edward Lazzerini)代表該校接受。愛德華博士特別感謝能夠獲得該批圖書，這對於該校學生
在學習多元種族文化上，有相當的助益。會後並引導參觀該批圖書將來準備陳放的閱覽
室。保證該批圖書將會充分的展現其生命力與影響力。 



  美國圖書館學會海報展旨在提供全球各國的圖書館與圖書館員一絕佳的機會，介紹他
們的圖書館與分享他們的成功經驗。今年海報展與書展都在同樣的會場舉行，共為期3
天。今年我國首度參展，由中國圖書館學會邀請國家圖書館與省立臺中圖書館共同申請報
名，主題為「臺灣地區讀書會發展現況」。本館特委請廠商配合設計出「Bring Books to 
Life: Promotion of Study Circles in the Taiwan Area」為主題的英文海報，呈現我國讀書會活動
成果。本館的海報陳列於第四場次之國際海報展「Think Global: Poster Sessions on 
International Library Servi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with Non-Library Agencies, &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展示時間為6月27日下午，鄭寶梅編輯負責在現場為參觀者解說
海報內容。現場另備有書面海報之英文簡介供取閱，及贈送印有國家圖書館WWW網址之
鉛筆，不少與會人士熱心地簽名留念及寫下佳評。（嚴鼎忠、鄭寶梅） 

1999年IFLA年會於泰國曼谷舉行 

  第65屆IFLA年會於1999年8月20日至28日，於泰國曼谷國際貿易及展覽中心（Bangkok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xhibition Center）舉行，此次大會的主題為「圖書館為開啟文明世界
之門戶」（Libraries as Gateways to an Enlightened World），圖書館的服務，即是提供人類瞭
解文明世界的共同價值（例如：和平、社會公義、知識自由⋯⋯等），並藉由實踐，將理
想轉為真實。 

  今年年會共有117個國家的1,980位代表參加，國內圖書館界並沒有正式組團，但國家
圖書館、臺北市立圖書館、立法院圖書館都派有代表出席。IFLA為了改善財務狀況，首次
推出紀念商品義賣，包括：棒球帽、陽傘、別針三種。開幕典禮於8月23日下午，由泰國
公主Maha Chakri Sirindhorn致詞開幕。 

  本次大會共舉行一百場左右之會議，會議內容五花八門，筆者限於時間，參加了10場
研討會，包括：「圖書資訊學的核心研究區域──研究問題與方法」、「貴賓演講──亞
洲的人權及知識自由發展狀況」、「著作權的價值、重要性與要素」、「國家圖書館在支
援公共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的角色」、「統計──圖書館管理的工具」、「網際網路與資
訊過濾」、「改善數位資訊的全球性使用」、「策略管理與公共政策」、「績效評量與行
銷」⋯⋯等。其中「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理委員會」（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of 
Singapore）的角色、歐洲LIBECON 2000跨國圖書館統計系統、1999年3月25日IFLA公布的
「圖書館與知識自由聲明」（Statement on Libraries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上海人民圖
書館的績效評量計畫⋯⋯等，都值得我國圖書館界注意。 

  每年IFLA年會吸引如此多人參加，據筆者觀察，應是參加者可以獲得專業、社交等多
重收穫所致。在專業知識上，有各種專題的研討會待你吸收學習；在社交場合上，從早
餐、午休、晚宴，無處不是結交同道的場合；另在開會之餘，大會安排旅遊活動，異國風
情加上文化體驗，都吸引著參加者的注意力。一年一度的圖書館專業人士聚會，期待國內
會有更多同業積極參與，與世界保持同步。（王明玲） 

本館編目組暨書目資訊中心展開編目建檔暨權威記錄彙整作
業 

  為因應新年度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並簡化工作流程，國家圖書館編目組與書目資訊
中心共同簽辦「編目建檔暨權威記錄彙整作業」委外作業，其中包括：1.中文權威記錄參
考檔彙整作業；2.博碩士論文委外採編作業；3.書目檔整理作業；4.大陸圖書委外編目作
業。經公開招標，於民國88年8月11日由文華圖書館管理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得標。以下就
各個作業內容做一簡要說明： 

1.中文權威記錄參考檔彙整作業：依據「中文權威參考資料庫建置小組」所定
原則，繼續進行國家圖書館及臺灣大學圖書館之權威記錄的整編。預計每月完
成2,000筆，89會計年度將完成32,000筆。 

2.博碩士論文委外採編作業：廠商派人駐館直接在URiCA系統上作業，於採訪
模組中進行點收、加工、鍵入採訪細節，完成驗收、製作並列印登錄簿，於編



目模組進行編目鍵檔。預計每月完成1,328冊，89會計年度將完成21,250冊。 

3.書目檔整理作業：由廠商派人駐館在URiCA編目系統上進行館藏書目記錄之
查核與補正，以利讀者查詢館藏資料。預計每月完成4,000筆，89會計年度將完
成64,000筆。 

4.大陸圖書委外編目作業：近來館藏大陸圖書資料日漸增多，為加速編目建檔
流程，編目組特引進北京市圖新書目數據中心出版的「中國國家書目光盤」，
其內容包括北京圖書館收藏的全中國大陸出版品書目資料約90餘萬筆（1949-
1997）。本項作業由廠商派駐工作人員，利用「大陸書目光盤」進行大陸出版
品編目作業，並將書目轉入本館URiCA編目系統，訂定索書號，查核並建立權
威記錄及圖書加工。每月處理700筆，預計至89年底可完成11,200筆。 

（李瑞音）

URiCA系統編目模組完成CMARC4第一階段功能開發 

  國家圖書館URiCA系統編目模組於88會計年度著手進行《中國機讀編目格式》第四版
（以下簡稱CMARC4）第一階段系統功能之開發，源於CMARC4的長處，如：簡化某些欄
位（例如3 _ _附註段）、合併刪除某些欄位（例如4 _ _連接款目段）、並新增某些欄位
（例如Tag 856電子資源位址及取得方法）等，可修正過去冗長或重複的編目著錄，並容納
與日俱增的電子資源。 

  本系統之開發包括機讀格式功能之開發及書目記錄轉換功能之開發，為免影響本館現
行編目模組之功能、編目作業之進行及原有書目主檔之記錄，所有開發及測試作業均於測
試檔上進行。系統測試之重點主要是將現有書目記錄拷貝至測試檔、並轉換為新機讀格
式；但Tag 856之功能則需於通過系統測試後，納入正式檔功能之中，以方便編目員處理電
子資源。 

CMARC4第一階段完成開發之功能項目如下： 

1.CMARC4部分欄位格式功能之開發：包括Tag 225（集叢項）、Tag 327（內容
註）、Tag 856（電子資源位址及取得方法）等欄位格式功能之開發。其中Tag 
327分欄a（內容註之各題／篇名），可於書目查詢之題名項下進行檢索；Tag 
856之分欄a（主機名稱）、分欄f（電子檔案名稱）、分欄g（電子檔案名稱：
連續檔案名稱的最後一個檔名）、分欄n（分欄a之主機所在地名）、分欄u
（資源定位器，簡稱URL），亦可於書目查詢之電子資源項下進行檢索。 

2.書目記錄由CMARC3轉為CMARC4轉換功能之開發：針對前項CMARC4已開發
欄位格式功能，將書目主檔之記錄由CMARC3轉為CMARC4，包括處理Tag 225
及相關欄位（Tag 410、461、462）指標與分欄等資料之處理、Tag 327及相關欄
位（Tag 463、464）指標與分欄等資料之處理。 

  是項系統功能開發案已於民國88年6月底完成系統測試及驗收，並將Tag 856之功能加
入國家圖書館URiCA自動化系統編目模組功能內，對本館編目員處理與查詢已有電子資源
之館藏書目記錄，提供了一個方便的途徑。（牛惠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