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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教育大學圖書館服務之研究(中)

以我囡囡立空中大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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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外偏愛教育大學國香鶴廠發

本宜傑討:;!:園、黎國、斯里蘭卡、南非、澳洲、中國大陸、巴基斯坦等

國立隔空草委有大學團會館胞輯情形 ﹒ Ä據對內容欄重於對學生所揖棋的服務

模式 。

(-澳國開放大學圖書館

英國開放大學 ( The ûpen Universi吵， UK )是 1969 年代以佳創立的一

種非傳統型態的成人教育體憶(垃十三 } 。其教育目標為 「以廣播、電棍、

函授、佳控課程和對誼會，以且其他適合高等教育的工甚設備，通過教學與

研究，但2單個載的傳佈'為學生蟬供撞到專業水擎的大學教育 ， 以增進社區

的歡宵福祉 。 J I拉十四 )

以下就英國開放大學圖書館及其服務模式音連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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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策，長閻雯，喔，大學~.縛，但勝之研究 以技間國>'l2<f> );:司，為例 【 B糾 '" 
1 圖書館眾宙

間紋大學圖書館的功能不同於 鍛傳前大學團省暉 ， 該館並不直接揖拱

學生服務(1主十1i. )。 開敘大學盟監控有可拱學生使用的大學圈圈顱 ，但在大學

位本部所在地一-3德爾頓 凱因斯(Milton Keynes )有一所供教職員使用的

圖書館(拉十六)。該館主要目的是耳集所有各領型實料叫賣揖該大學教師敏

材緝革及研究之需要 ﹒並與其他圖書館合作 ，以促進整個社區的教育聶利

(位+-" ) ;另外體棋教師所擴建的指定用也 (set book )及推酷讀物 ( recom

mendation book ) ，堇於開學前事先通個學生及全英圓的企共圖書聲館 。

2 圈，館組1II

開敘犬學圖書館的組勵與一祖大學不間， 舟為三個部鬥 瞌術服務部﹒

臨體部 (Med ia Section ) ， 以及研絡圖串館員Oiaison libraria n ) 。 幢衛祖輯

部負責圍醬、期刊的蒐樂、縮回E誼通等工作 。 臨睡部負責各類型臨體(如

攝影帶、錄音帶、電影井、幻燈時、照片、 圖片等)的單樂、騙自等工作。

至於聯時圖書館員工作較為特殊 ， 主要是負責協助各課程小姐儡聶教材時資

料的車樂，尤其各種局丹、團時的蒐樂 。此外 ，肺結圖書館員亦需雄備「圖

書館且士，往使用指南J分體輯學生(拉十八)。

此外，在開放大學 13 個地區中心設有圖書館 ，備有有艷的基曠課盟教

科lI& l專業課程的參考書籍 (1主+九)。各地區中心設有聯結圖書館員負責與

各地區企共圖書館聯組(註二十)。

3 與學校其他教學系統之闢係

(1)與課程小姐立關儡

開放大學每料做材是由課程小組草草草11合作儡製 其成員包括學抖

專軍、敢有工學研究人員、電靚廣播教學節目製作人及圖書館員等(草二一)

。 男外，圖書館提拱課盟小姐在騙，要數材時所需的資料，因此兩者間關保宙

切。
(2)與印制數材立關保

印刷教材是開放大學的教學跟體之一 ，包括 教科醫、指定用窩里推

萬讀物 。 其中級科書、指定I!l害自學生自行購買，權聶E寶物學生不讀購買，

只要鼓學校寄來冒醫學所誠的書名 I 就近至企共圖聾館借閱(草二三)。因此，

團會館必讀揖棋艘聶讀物的看醫學給各企共圖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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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闡釋置之關耳

馬恩(垃二三 læ厲害便開曲大學成人學生使用圖﹒館有其困蟬，因馬

大部分課程都是只要能熟讀教料，直指定﹒籍即能修得學膏 。 因此﹒為7引

起學生使用圖書館的興趣，盟吸引他們走進圖書館﹒以有致使用圖書館，就

必讀讀圖﹒館和學生的課程之間有相關世存在 。 學生有7使周圍﹒館的動幢

.就會上圖書館去使用圈，實醋 。

針對此點，開放大學設計7只熟讀教科書直指定用，屬並不能修得學分

的專靠中心課程 。 所謂專章中心課程是抱不叫教抖，軍事主，而是由學生自行

決定蟑士主題。再去看成與設主題祖闊的資料與主轍，或進行調查旦實輸工

作，然後閣成一的聶士報告 。 因此，學生必讀自己去零零錢相關的實科及主獸

，使用圖書館的體會將大為增加(包二四) 。

4 與企共圈，館之臨陣

開車女大學本部位於獎爾頓 凱因斯，因學生卦佈掛主要各地，故開車女大

學並祖有可拱學生活動的大學校園 ， 也祖有百T阱學生使用的大學圖書館。然

而，開敘大學~I聾的主要宗旨在扭捏拱揖其他要國大學同等水擎的大學敘宵

。 為7解決學生所面臨大學圖會館的使用互相關服務的壘棋等難題，開放大

學攝訂一項芳針，精華使用英國壇內的企共圖﹒館做為可棋學生使用的圖書

館(草三五)。 該校副位置擎樂特 培理 (Walter Perry)認揖 「開車安大學可以

仲說現有已發展的企共圖書館系統U1l.圖﹒值服務 ， 讀學生能使用其館藏而

無祖大困難(垃二六)。

英國的企共圖書館非常撞撞，具有現縷的企共圖﹒館間且可見 。 另外，

揖擻 1時4 年3美國「企共圈，區館及博物館法J (Public Libraries and Museums 
Act ) 扭捏，任何地區的居民都有權利使用完聾的、有教星紅的圖，館胞貓，

而圖書館當局有援務揖拱遭些服輯(垃二社) 。因此，告失圖書館，使無旁實應

揖供服輔給闖世大學學生 。 相對的為滿足開般大學成人學生來個、學習的聲

車， 企共圖書館必讀提拱高水准的眼輔晶質 。 個此一來，開放大學圈，閣亦

負起改善企共圖書館揖棋成人!i葫品質立王作(垃三八) 。

5 與大學函，館之欄保

幢大學圖書館需壘。每本身教職員及學生所需的祖輛，扭捏拱開放大學

學生使用其圖書館，將會造成額外的負擂 。 目前，開放大學計每年夏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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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敘暑價時，借用大學校舍。毛學生學習。在一週的時間 ， 學生都要住駝，

賣掉有課哩，有老師在艘，學生可轉肚犧會和老師對請且使用語控設備完替

的圖書館(草二九)。但圈，只阻於艙內閱讀，無法借出。

6 圈，館服務樓去

0)開盤大學圖書館

開放大學圖書館主要的目的是耳集各顯型實料，以重矗該大學教師鐘愛

材緝寫及研宜立疇。因此，並由有直接揖阱服訪站學生。開放大學將學生使

用111.館的責任團幢站去共圖書館。因缸，開放大學圖書館必讀揖拱各地告

失圖書館學生基'*'質科旦控聶讀物，單。

目外，揖7幫助學生使用圖書館 ， 開放大學圖畫，館臨盟「圖書館E主

獻使用指南J .目的在使學生具有下列技能

@能眉立完成作業丑研究報告;tZ)完成課盟聾，能就有興趣的主題加

以研究，做更深層的學習;@能繼續吸收各毒集壘壘作單展(垃主+)。

(2)開放大學地區中i心圖書館

ιAM 開放大學於 13 個地區中心設有圖書館，備有完盟主基體課程敘科書
句亡 "呻吟

司 、專樂之重參考.聶丑快學生觀謂之課置攝影幣。

各地區中心設有驛站圖書館員，負責與各地區企共圖書館聯絡且綠草世

間厲地區圖蠻館使用指南(內容包括使用方盜、開館時間、特別，主觀菌研j 、

可使用的阻務團屆亞負責為開放大學服務之人且姓名等 )1草乏一) 因

(3)企共圖書館

英國闖世大學的成宜，割成人且繼續教育有重大的影聶 草園的許多

圖書館員也7醉其重要世。因此 ，個何使用企共圖畫，館之費觀能符合開放大

學學生的需來亞加強開般大學和企共圖書館間的司剪輯﹒乃是開放大學與企共

圖書館間的重要課題(位主二)。

基於肚，開!!<大學連過各地區中心研組圖書館員，負責與當地企共圖

書館聯組 1 "-"--"- ) 。提棋課壘所需之推薦讀物書單，由企共圖書館配合攝醋

，並要三食學生扭註助時續寫一張「團會館簡介」表格，鼓勵學生持此表格到附

近企共圖書館，目的在車學生和企共圖書蟬聯唱慮，同時.j;:共圖書館也可7

解該地區有多少學生將使用圈，館(垃五四)。

(4 )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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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園一幢大學團會館只提供本校教職且及學生服輛。因此，開放大學

唯有利用一個星期之E季學校才能有體舞會使用大學團省館。

另外 由於一般大學圖書館圓圈不外倚世外人士。因此，為解決開放

大學第三階段丑第四階段學生讀使用較多的參考書緒 也一般t共圖書館無

法滿足其需求時，只有通過去共圖書館使用館際主借向其他大學間會館借出

賀科(位.E....á. ) 。

( 51學生圖書館服務站詢香員會

開放大學為協助學生使用圖直轄而成立了「學生圖書館服務酷詢暨員

會J { Advisory Committee on Student Library Services ) 。其成員但括開放

大學書音員會、要國廣播企司、大聲圖書館、教育與科學部、圖書館學會、大

學圖書館書員會等體倫 I t主五六)。 該書員會的宗旨是 rT解開放大學學生

對圖書館及相關服輯的需來並擺棋鹽譜 。 J該書員會定期集會討論有關問題

.並負責與各儡魯館且圖書館專樂聯幫以解決問題。開故大學的代表是圖書

館館長 (ü.E..-c )。

仁持吾國吉于可泰﹒培瑪昔拉開放大學圖書館

黎闊的置于可泰塔璃昔拉開般大學 ( Sukhothai Thammathirat Open 

University . 簡稱 STOU I成立於 2978 年。主玄宗旨在於曲著社會大眾生活品

質，揖昇教育與專業水煙，並僵力擴充高等教育攝會，給于安過高中教育人

士及 般社會大多帳 。 為了連成上述宗旨，該校踩取隔空靈女學系統，使用函授

教材、廣播、電麗.J;l&其他能讓學生揖立學習，而不需到位上課的;可挂

I t主三八)。

訐可\Il'塔瑪昔拉開放犬學主要目標有四 l 提拱學備及募集教育，揖

昇大多快生活品質，以適應個人及社會需索 2 加強國軍開展研究 3 經自傳

播個誨，提供教育服務站社會大來，以提昇個人的成畏丑專集木攏 4 提界

國家聶衛國土化，監勵企眾對倫理道德的自覺，加強對國軍的認同{詮五九)。

CJ下誼舒可泰塔唱贊拉開放大學圖書館及其服務模式(註四十)分述如

干
1 圈，館目的

幫助學生在兩空教學系缸中自我學習 ， 以及揖拱團會館資觀給教阻具、

課程小姐、舉世其他人員&111找齡身教育的祉會犬，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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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聚集鷹全教育女...，.餘，區"之研究 以教倒閉"盒."大學悠閑"圳
"、

2 圖書館組織

文獻實訊中心 ( D田umenta tion and Information Centre) ， 即屆大學之

間團會館， 1982 年成立時聽屬於教育工學揖(Office of Educational Tech 

nology) . 到 1986 年才揖界為主獻賢訊曲(Office of Decumentation and In 

format Îon ) 。 文獻賢訊處組融架111阻圈 。

研可學塔肩背鐘開8女大學

教學資料廠務部

自視台E妝，女動單位

街苟習榜教學文.'單位

"'S臨 êl lblt作積壓單位 |大學檔案單位

間- 't可泰 .，善為普拉開放大學文"<'11'故車組織祭總
(厭詞，令 Cu'''pHuck and Puuo酬hðkporn ， 1986. P劫們

3 與學輯其他融學果雄主關揮

(I)圖書館祖務是教學臨體的重要一理

軒可黎唔唔曹拉開敘大學踩用主要蟬體、輔助媒體、面授與輔導、

111醬醋祖睛里，實習來實施隔宣敘舉。因此 ， 該校學生不懂世間敏科鹽、通訊

教材、廣播、電設等主要及輔助控體進行學習，更需要甜苦使用一般圖書館

且各地企共1111單位訝司泰塔聶普拉開放犬學圖會專櫃 (STOU Corners ) 的

學習資料來連成自我學習亞獨立研究 。

(2)圍醫館與嘿幢小組軍密結合

謀盟小姐需要計每學期開學前兩個月將所推酷的參考會敢擅阱桔圍l!I

館 ， 以便真快速幢斃 。

4 興盛共圖書館之棚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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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訂費繁塔碼管拉開放大學聶揖供學生有殼、缺適的圖，館驅睛 ， 在撞

得非正扭教育部 (Non-formal Educat自on Department )部長的協助下，於全

國各地企共圖書館成立圖書專恆。全國共有 75 個圖書專哩，且衰 。

告終圖書館圈.l年櫃放置舉世所製作的教材輿補充讀物，個做抖，、轉

習簿、錄音帶、歸影帶及教學與輔導指南等。

殷立於企共圖書館的圖書專植，自去共圖書館人員負責管理。該大學主

獻貴訊盧並值有直接控制圖書惠植。因此，主獻資訊處加強與社會教育部合

作協輯，並加強與設於各地企共圖書館圖書專櫃溝通研哩。該圖會專櫃的負

責人並定期開圖書專櫃扭曲、使用妝血直問題報告站大學士獻貴訊處。體血

亦對圖書專櫃負責人施于各項訓練，以加強其有敏管理直服務。在合作關係

下，大學每個月撞棋世共圖書館 1 ，3曲攀幣的經費補助。

第三十卷"膏，醫科興....2乞4

<t可容塔克馬普拉開放大學地區、當比，抖抖'1 學習中白求
{幫<<rt 偵緝山"."，頁 381

象一

特別學習中 U

.黨推廣

與合作中心

當地

學習中i心

地區

中心 健康中心

22112 

53542 

1Il.專櫃

3967884 

1ll 

966772 
l
l

l 

3 

區

曼谷都﹒臣

中央區

北區

東北區

東廈

茵區

南區

地?有

月，

3 

5 圖書館服務模式

士獻資訊且所提僻的圈，區位且敘學媒體服務 ， 由中央服務(凹ntral

，.川ces) 、省扭扭葫(provìncial services)草地區服輔(area services) 組成。

以下就讀三揖雕醋， 51$11蝕述

(1)中央服務

揖棋主戰舉措人員、專門學衛人員和大學圖書館人員圖書館及歐學臨

幢服務，並醋，長符合大學各地區及全圓各地分館所需的團.lJl.數學實料，可

22 7 75 66 11 !t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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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黨緣 關盒，覺曹大學圖﹒筒，最重，之研究-Uft閉固立盒哼，大學為例{中} '" 
靚馬大學的體圖書館。

(2)全國服務

在全國各地去其圈圈館成立 75 個圖書專暉，故置學校製作之歡材興

補充讀物 。設投土獻量資訊盧揖揖阱學生及社會大兼有殼的服務，在各地去共

圖書館成立圖書專樞，放盟各盟型教學臨噓 。 因此，圖書尊櫃可說為典敵E

服務中.ù ﹒

(3)地區服務

該大學計，則在全國成立十個地區實揮中 ú(area resource centers) • 

目的在時存不同頤型的做學蟬體，個親耳蟻恆、電腦輔助教學臨盟，並f是棋

大學有關的資訊、教學興職業話甜服務等。學生E社會犬，校都能使用連學睏

輔 ﹒

I=l斯里蘭卡開敢大學圖書館

斯里間卡開放大學 ( The Open University of Sri Lanka l成立於 1980 年

位本部位於納瓦拉 ( Nawala l 。男外，在四個主要城市設有四個地區中心

(regional center ) 。主要是讀過印刷式敘材(個個 教抖，、指定用，、推

薦讀物等)、面授、實輯、廣播且電棍等做學蝶體來，實施桶笠數學(拉回一) 。

以下就斯里蘭卡開放大學圖書館及服務模式(拉回二)分連個干

1 圈，館功能

(1)提拱教師授課所需主事考賢料 ，

(2)提拱學生課程所需之讀物 。

2 圈，備組11

設於投本部主圖書館 主要是提棋敘師數學E研究所需立實料。另外於

地區中心和學習中心並未設有圖書館 ， 但典臨重要較之重金科書 。

3.興學校耳他動，果說之關揮

酷了廣播、電視、面授等外 ，鐘愛抖軍區、指定用，和推鷹植物亦是斯里蘭

卡關敘大學重要的教學線體。圖書館設有朝皓圖‘輯員，負責與學校之教學

人且研醋，以取得指定用，且繼聶圓圓物消擊 。

4. 與企共圖書館之開係

在斯且蘭卡，一些大學民腔圓醬醋並控有充足的館聶和空間. tJl是f!'i本

校學生使用 。 因此，開般大學的學生不可能使用其他大學民扭曲圈，缸 ， 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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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在付費的原則下才能使用。另外 開放大學國省臨盟F豈有足帥的祖費購買

大E種教且主付郵寄費用 。因此 罵了有效揖供團會館服務，開放大學譜曲

去共圖會值系值體拱該校學生有殼的圈圈館甜甜 。

自!';、企共圓圈館分散全國各地，開放大學的學生現答易就近使用圖書館

線索所需的積抖。因此 開放大學與主國 24 個企共圖書館合作 ， 揖供開放

大學之教抖撞車單單所需立指定用醬、推酷讀物等 。

5 圖書館服務模式

111開放大學圖書館

主要是哩供校本部教驅員研究、教學研疇的資料，並負費提秒冬去多美圖

書館學生所需立補充資料 。

(21地區和學習中4

主要與藏學校教學之教科書，大部骨的中心只與顧一直裡2家，由該中

心立聯絡圖書館員負責管理 。

(31企共團由館

!指紋犬學圖醬缸本身監控有直控提供學生服務 。因此 聶自主國之企

共團圍館系統揖拱該校學生各項團審館服務。學生在公共圖醫館可以使用、

借閱資料﹒假若學生在限期內未歸』童醫料，自開敘大學扣留學生誼﹒直到鹽

喜馬110 。

閩南非大學圖書館

1873 年南非在好望角 ( Cape of Good Hope )成立其壇內第一所大學 ，

主曹是辦理考試車直 是一所「考試大學」。到 1916 年此大學正式命名為

南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凹，間鱗 UN I SA I 。自 1946 年起，南

非大學tJ隔重教直接方式教授學生，目兩非大學開啟7 男 新紀完 ( 1主四五) 。

南非女學是 所提供學生高等學術訓輔相專集能力的均等教育、均每學幢

會的教育體惱。其目的在經函，實施用空教育旦使用南非荷蘭語 (Afrikaans )

、英語的方式﹒來滿足南非社會、經濟和立化的需家(垃由旬)。 其宗旨包括

l 揖棋國際認可立大學教育給聶古且具有資佫者 2 處理，贊助及非贊助之

研究酷展 3 提供非正式及其他大學主腫的訓輔計酬:4拱應社會大學的專

門技禍及其他實橄{註由Á ) 。

以下社南非大學團團館及其祖務模式分述船不



T海:1先
由#

ι. 

臭教會間空教育人"'111.前軍蜴之研究 以被劉國立空中人胞，再例1 巾 }

1 圖﹒館任務、目的、目樺( ，主回六 )

(1)任務

￠提供資訊資暉LJi量放學習、教學府研究計，的資訊需來 

e 足道有效使用圖書館服務和資訊賢薇，

E圖書館服務部門的各種會開能推廣堇需要的皇島髓 。

(刮目的

?n 

@話實訊費標的聞樂、甘顯偏目、典藏流曲否被重持現在亞未來的研

究工作

@幫助老師、研究人員、研究生說識和綠葉相關貿關

@及時供應必壇的參考文轍.t.l幫助學生選擇譯哩，

@使大學的學生、1é1lli和研究人員熟悉使用圖書館及圖書館賢:原

@與其他圖串館合作，

@;圖書館質祖能結與大學叫外的其他研究團體

@以成本效益的方式管理圖書島館 。

(3)民間目標，

@有殼的文獻。Ui

a 能線索到學習和教學所需的大量參考léflt ll.研究活動所需的資

:m資暉，

b. 1)最方便且值可能快的方式伸到III-.!J館內不可能悟到俏貨iìf.

官蝶，

c 學生、老師和研究人員有獨立使用圖書館的能力且能對圖書館

資源做最大自可使用 。

@有效的質~Rj其應

能快連且正確的提拱所要求的書固和質訊 。

2 圖書館組綴

南非大學圖書館最大學教學和研究的巾摳 ! 體圖書館扭於校<1:部管勒多

利亞 ( Prctoria ) 。 月外於學生最大的聚集地，開個 問普教 ( Cape Town ) 、

德爾班(Durb.lO ) 、立特胡克 ( Windhook卜 東倫敦 ( Ea st London )及值得斯

里間ietersburg )等地區設有分館 。 在約翰尼斯盟 ( Johanneshurg )學習中心

設有一小型團會館(拉回七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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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興學極其他動，果統之擱係

(1)興教師之關係

圖書館昂7惶棋學生課置所需的推JH寶物，必讀於聞學前雖個月要求

老師供唔所推聶之書單. J;I1步便圖書館里早購買，郵寄輯學生。另外，圖書

瞌睡阱老師「課程錐1!l!班上語學指出該譯屋所推聶的讀物 ， 館內已與酷的草

本數。因此，老師只要在推薦單上註明關時草增加那些書聶(垃閏八)。

另外，圖書館員的角色是書目轄輸者，而數學計.1的成功在於學生能

及時tfU位到課置所需的參考周密。為7有放且快速地提阱學生所需的資料 ，

惟有館員和敘師共同合作﹒ U但華學生學習的過程(t主四九)。因此，在開空

教學中館員和敘師之間相主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 而合作的成明需親臨貝7幫

老師曲教育第峙，以且老師7解館員的.目。

(2)與印刷式﹒函數材之開餌

印刷式書面教材是南非大學主要的數學篠體之一 ，包括研習手"

{study guidel 、指導賀科(或稱函授資軒 tutorial letters 1 、指定用車 { pre

scribed booksl且推聶讀物(recommended works )(註五十)。

其中，與揖且有關立權聶讀物單自老師蟬拱描圖書館，圖書館必讀阱

應該項資料站學生。月外，在指導資料中玲:提供與韓盟有關立參考，竊﹒醒

，但該自醫學堇未握阱111.醋。因肚，南非大學要"'指導實料憊，先由圓圈缸

評估 ，以便圖書館能捏拱學生所需立參考實料(註"-一)。

4. 圈，館服務模式

南非大學圖書館在整個偏空敢育教學中，是-個有卓越畫現的圖書館，

睡眠面臨苦學生分散南非國攬內外且不少學生分散在缺乏基本現代化設備

( ~II口 電力)的閣下等隔空數學制度的問題，但南非圍﹒館叩鹽立一畫完善

的圖書館服務模式，而不完全依輯企共圖，館且其他圈，館(t主五二 ) • joJ下

車走其服務分述之

(1)南非大學總圖書館

@揖揖大量幫家，郵寄桔學生。南非大學體圖，絃位扭位2家都曾勒

~利亞，提棋全世師生各團1I醋。學生聶白電報、傳區和電話等

1何去告個圓型E館所需立資軒(t主Á.E.. ) • 圖書甜甜自郵寄快單方式

將學生所需的資料寄輯學生長期借閱。郵寄圈，輯學生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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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聚到長 鷹望歐曹大..，.a館廠里'2研究一-以發厲國盒空中大學"例{命} '" 
自圖書館主付 ， 但由學生自賣書目。大學生一次能借八零 ， 研究

生次能借 16 本(垃』皂白)。

在隔空教學的Jl!哩下，南非大學為了直揖提供學生圖﹒館!i輛，

必3i睡置大量種交往以滿足學生的需漿。因此，大部分量歡迎的課

程所推聶的車考用，必讀買欽)()本賈家(拉ÁÁ) 。

擅自使大量賈家，動脊輯學生，是南非大學圖書館服務的方式。為

了遇!t購買太參讀本而ìI!竇耀賣車踏買太少種本而影，學生學習

。南非大學圖書館訂定單盟的種*Il<策(il.Á六)。

@指導學生使用圖書館。縷佛朗壘且離比爾 ( H.) . Froneman & 

J. F. De ßeer) 1986 年所做調查指出 「體管圖書正確地掉在，架

上 ， 許多學生仍酷無法在架上拉到所需要的圖﹒」、「學生祖少使

用圖書館，許多學生不熟悉個問使用圖書館J (錢正考)。因此 ，

南非大學醋，臨嚴重關心此事，嘗試用各種方告指導學生使用團

會館[垃Á八)。

a 學生團體拜訪團﹒醋。使用團體拜訪的芳式直使用說陸節目帶

﹒個攝影帶、幻燈片等，對第一年軍諜的學生介紹各項圈，館

!i輯(位五九)。

b 組攝圖，曲研習會。針對犬學三、 四年級及價等生，組攝圖

書館研習會，指導使周圍﹒館目錄、繁引、福要旦被眾期刊

請士的1J法{垃六十)。

c 福扭曲，館使用措荷 。使用指南立目的 ， 在告訴學生蚓何使用

圖書館目錄、參考服輯E期刊每學(草六一)。

(2)南非大學各地區分館

在閉著毅等五個地區設置骨暉，與敵較聖歡迎課程所需參考實軒的草

本。在旁值控有峙，區，可但由輯上電腦系輯或傳國駐普勒多笨1)亞的體圖書館

取得。此外，在約翰尼斯里學習中心設有一小型圍﹒暉，該館所具輯的，只

棋參考用。因此，當該館的.不外借貴該館祖有所需要的書時，可通過每天

盟誓勒'"利亞體圖﹒館到甜甜尼斯里的傳過服輯中撞得( 1主六二)。

國~洲狄童大學圖書館

澳洲狄金大學(D阻kin University )成立扭 1977 年，主要目標是錯蕾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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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會資料與圈，做寧省會三十 會 適應三期( Winter 199-的

空學習的計，叫，揖棋入學學生失學階段的教育且在維吾b利亞 ( Victoria)內單

外的所有具有賣給人士教育攝會(益六三)。

以下ÔI:拭金大學圖續館丑圍串館服務模式分述之( ，主六四)。

1 圖....目的

協助課置設計丑揖棋是學生所需資料，以幫助學生完成學漿。

2 圖書館組織

揖圖書館設於投本部雄且多利亞 。 月外、於十個學習指導中心設有骨館。

3 與學校其他點學系統之間保

關書館與課捏小姐(course team )間有密切的關餌，團S館對課置小姐

掛聶華路商旦實訊揖棋者的角色，而課程小姐和圖書館臨持聯嘿，1;(便於學

期前提拱課置所稽之醫考書聶哥擊。

4 圖書館服務模式

(1)組館

體館購買大E誼本， C]快起方式。車速實料，往返郵費自大學圖書館支

付，另外 期刊賣料影印輯學生，由國醫館主付影印曹亞郵費。

數伊和安加斯(拉夫Á )認晶 「間空敢有大學學生較一般傳兢夫舉l'

使用團會館，因為隔空教學大學的學生大部馬非主戰學生，且大都有工作盟

軍區 。 因此，購買誼之恆的此冊為一個學生 0.5 本。 j另外，他們亦拉馬 「由

於快盟傳過系統的使用 愈東愈多的學生使用語項服務 因此購買大量種

本及郵寄的費用將達爾增加 。 」

(2)各學習指導中心分館

總館提供每-骨缸譯程所需的團響，每一分館只有一車，監控有裡本

0 分館的館藏不多 大部分是諜盟所必需的基本館竄。皺伊和安加斯 ( ，主六

六 )認自 「雞叫評估學習指導中心的館聶是否有廂，將來將把整個團曹館服

務集中於總餌，以值得圖彎曲服務更有殼 。 」

的中國大陸廣播電關大學圖書館

1979 年 2 月 中共國務說做准 ，自骸育部、中央廣播，樂局共同在北

京控立中央廣播電祖大學 ﹒同時全國時西蘭外 ， 其他 28 個吉、市、自治區

在宮會所在地分別l控立T吉、市、自治區廣播電親大學{詮六七)。 現在除中

央電大外，告扭電大有 39 所 。 江懿宙 11 個省喵市都設有電祖大學 '6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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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是封長 隔盒歡會大學...饋殷勤之研究一-以被圓圓立2哼，大學寫例(你 } 23. 

縣(市)都有電大管理站，並有闕，黨有關的辦學基地 、 師資隊伍、圖書、 買賣

瞌設備等 1 已在全宙形成了廣播電說高等教育網(垃六入)。

中圓大控廣播電祖大學是以廣播、電棍遣一現代化的手毆 ， 進行隔笠敘

學的新型學校 。 具有教學手役的先進性、教學方式的開赦性、辦學力量的社

會世、專業設置的靈活性和教員的廣臣性等諸多特色(位六九) .並聶自中央

和地2穹的廣播電視大學來構成聲個電大系統管理體制 。 其體制祖圍二 。

|國家教育委員會←一一一一一~

.! ([ 中央電大

|ι當做育委員酋 卜一一一一一一、 ι ø

4 省"冒巨大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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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行級領導

@司長里，術導

@當級電大包經省 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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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車主中國女陸廣播電靚大學圖書館及國首館阻務模式分述曲干

1 圖書館職能

0 )宣傳電大宗旨，進行思想敢育的體能，

(2 )學習揖二課堂 ﹒ 直接吾與做學的職能，

(3 )收集宜甜甜資料 ， 加速傳置信息的職能 。(位老十)

史祖畫著認為 「電祖大學圖書館有其本身立特點，其主要的職能是為敏

學和科研驅務﹒揖數學的各個總攬不斷地鍵阱主動服務，為人才的迅速成畏

服務﹒並興揮重教學有觀地結合起來 ， 互島補充 ， 使之國正成為電大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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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鑽機 。」

2 圖書館組續

中國大陸電大系統管理體制，個團二，在中央電大、 省扭電大且地(市)

電大都設有圖書館。目前 ， 中圓大陸全國已成立7幾個省際電大圖書館協作

組織和書內電大系統的圖書館協作組攝等 ， 個 東北地區電大圖書館協作組

、直草書壇大系配圖﹒館協作組、十六省電大圖書館協作組(訟七-)。

3.!!!學扭融學~輯之開樺

(1)與書面做材立關保

電大絕大多數農直都是統教學計酬 ， 由中央、書市、辦學單位三組

間諜，每門課盟-般都有教材、教學參考實料和教學指導害。遭甚歡材收聽

輿哥，各館不一，有的團會館認晶是敘育部門的工作，有的圖書館認為是電

大館融中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1主""二) • 

(2)國數學、科研的關保

電大圈，館是教學和科研的重要組成都骨，亦是電大的敢有中心，一

方面要滿足歡師世事教學輔導和續寫研究實軒的需要 ， 主要前暫且學員參考用

.&.搜集畢業蟑主繁材的需要(註老三)。

4.興其他圖書館之間保

至於中國大陸廣播電視大學圖書館與其他圖書館之間的關暉，主曉攝指

出{垃七四)

電大是具有社﹒鐘，實的大學 I 阱，事情可以自不同的社﹒部門教務

性地東擔責任國比如，電大學生所需的國﹒資料可以以所在地曲公共個

﹒館或高等學做馬來，臣，但至少回前看來是非常固噓。固m電大學生的

，設置是任何一所普遍全國制綜合性大學所不能比擬的 。而目前，裂國公

共圖﹒館的狀況是 ， 聳管解放後圖﹒館專集有了突飛種進的發展 但是

各省市(她)企共圖書館的歡量仍徊，富有限，目前由于經費所限，各組遍實

..民量還不能滿足社.需求 而且公英國.餘的il.結機體系也恨本不

適合高等教學的要*﹒男-個毀.1!!IIl.來，限于禽等學校蝠，館也同樣安

剖經費的限制﹒鈕，實與本跤，生111*團﹒比例一般停留在最底標饋，並

全力保值本校教學科研需要 因此也無力最擔此一社﹒任務﹒

也許社會lI!哩的影醬，電視大學不能完全依輔企共旦大學圖﹒缸揖牌學

生圖書館胞暢，惟有依I'J自己本身的力量，建立一個適合自身做學方式的圖

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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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書館服務攝式

中共「高等學位圖書館工作繞開」明確指出 高等學位圖書館是學恆的圖

書費科情報中心 ， 是聶教學和科學研究胞醋的學術性揖擒，它的工作是教學

和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組成都費。廣播電視大學的地位和作用D~提此一原則

(包老五)。

然而 1 目前電大圖書館服務存在某些問題，個個 個導體制不睡全 ( 1 5

省電大圖書館，目前多數仍是科級建制，能萃噎處蝕待遇、直層俊畏領導的

只有 3 家，占 20% )、管理人員缺乏、繁賣不高、館舍面積小、聶﹒量少、

聶哥建設控賣不足且設備缺乏 ， 管理水平較區等問題(垃七六)。因此，中共

電說大學圖書館 ， 惟有加強忍受著上述問題才能更進一步惺棋有殼的圖﹒館扭

轉。

自前，電大間，館正加強賀科工作的橫向輔繫﹒建立(書聶區域的)電大

系極賀科中心(t主七七)。先在 個省的前圍內 ， 很攝電大開設的全部課程，

合理協調 1 各館分工削重收聶揖各地特點相關的文獻。如此，一個省的電大

教書祖對完整，通過一定的互借手續，共軍全省的電大士獻實暉，盟在此基

礎上，連慚形成全盟煌的電大立即實盟共享(註七入)。

(七巴基斯坦艾拉藹，尹克巴開敢大學圖書館

巴基斯坦芷垃碼尹克巴開放大學(Allma lqbal Open University)成立
計 1974 年，是聶著通信課臣、個別指導、討論會、買賣胃、實輯、電棍、廣

播和其他的大眾傳擂媒體等，來，實線教學。開放大學主要由目的有五 1 平

衡都市較揖區有利的情況和對經濟上、教育上有差距的都市區、揖區、工業

區擴大量史實的揖禽;2引導教學方法的教斬，對高等教育系統帶來進步的蹺

，臣和阻進教師應用新的教學方法來提昇專業能力， 3 對大學生搶手蓋聽抖學

、數學和技衡的課置，以幫助科技教育的重大轉哩:4血事研究工作。 5 聶

自提拱共同課哩。以刺激共同自標和促進國家盟和世界觀的聾議，來捏昇團

軍安定(t主""丸) 。

tJ下設立拉輯尹克巴闖世大學團會館丑其祖務模式(娃八十 ) ，骨別值

連拍下

1 圖﹒館目的、目樺

(1)目的 寶貴，真基本的研究和參考資軒，並擺棋服務U幫助歡師數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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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課程製作等 。 圈，輯是整個大學的參媒體實體和實訊中心。

(2) 目標 圈，展與祖符合大學自懈的實科 叫壘棋桔傲，最員、研究生使

用，並主持課程寫作且研究 ﹒ 另外 祖其他圖書館合作以使進社會的教育福

利 ﹒

2 圈，個組1II

(1 )圖，阻設備部( Lib閉門 Technical ûperaüons ) 

但拍攝訪、期刊、官菁、青廟、儡圓、體前等級 。

(2)讀音岫輯部(Reader Services) 

包括誼通、華參考且瞥訊介輯 、 輯際E惜、直郎、圖書臨聾發和幢幢設

備、教輯且連緒，超標盟融合小姐{facu\ty 1iaison and cour甜 leam coordina 

tion }等組 ，

(3 )非IIUI輯部(Non-print Media ) 
但括蟬，修學會、轉告幣、幻愚丹、 8世值仲、地圖、圖什導， .

(4)性本部骨館(Campus Branch Libraries) 

是二 巴基斯拉芷拉喝?克已開放大學 1982 年 4 月
答他區學習中~、教師及11M學生，是

If.: ff r: : Ul-H....n, 1980. p喵}

學 ~ 
地 區 學習中，心敘師 I!人，歐

女性 男性

費紙哈瓦爾 7 39 回l 243 1.144 
宜結 4 7 t國 25 191 
卡拉Jl! 9 M 1.197 316 1,513 
IJII 15 57 1,640 916 .. 揖

位評爾 14 127 2,747 1 由7 3， 7倒
米爾楠，厲 19 27 6<. 173 817 
fl' 1的，司馬巴ifJ/

拉克.!I.地 19 1阻 3，7咽 1,251 4,959 
前抄位巴穗 1. 明 1.721 5四 2,241 
梅德爾缸巴ifJ 23 .1 978 78 1.0描

tE種特 l聞 1. 122 

10 124 6" 13,810 4,543 18.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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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僚 隔受教育大學11﹒艙~l身乏研究一-Uft圓圓立宣告中大學為例阱' 1

'" 
自指 1980 年創立的阿拉伯和回教研究所 ( Institute of Arabic and 

1s1amic Studies ) 圖喜館、教育工學研究所Onstitute of Educational T ech 

nology )和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Education ) 圖聾館 。 上述骨鷗在採睛里

技衛祖務上具有揖立自主性 ， 以維持其所謂的專門館輯 。

(5 )地區區會館 (分館 )( Regional (Branch) Libraries ) 

在 1981 至 1982 年中分別在七個地區中心(見表二)設立分館。

(6)圖書館行政、:十酬和世肅部

除了上述六個部門外 ， 耳設有團審館聲員會，成員包括所有教學部門

的主管、研究所和各地區的主管、老師及財務主管 。 副館長是香員會的他聾

，直接對副控長負責 。

3 興學極其他數學果說之間保

(1)在讀音服務部盟教職員連站及課置扭合小姐的單位，使圖書館和教

師及課僅能聽宙結合 。

(2 )設立團曹館苦員會，成且包括腔內各單位之一組主管 ﹒ 使各單位能

7解且主持~.館主運作 。

4 圖，館!~輯模式

;t拉碼 。尹克巴闢般大學在世本部設有體圖11館及骨館，只眼睛學使數

師和3個l學生酷暑加實習課區的研究生。亞未對大學生提拱圖書館服務 。 直到

1982 年十個地區中心的分館成立陵，大學生才車有團省館服務 ﹒ μ下監控

本部祖館、 骨館及各地區骨館所提拱的朋朝骨述如干

(1)校本部總館及分fií

相輔對數包括教師R研究生 a 揖供教師各頤盟資料tJ協助其教學和謀

直接計且研究生研究悶 。

(2 )各地區骨館

由於立拉瑪尹克巴開故大學圖書館並未和企共圖醬缸合作 ， 也沒有

館際合作 、 資灘共擎的計f) ;另外 總館祖有能力徑自郵寄方式提i失學生資

料 。 因此，在十個地區成立分醋 。 tJ直接礎。要學生圖書館服務 。

各地區分館典聶指定 ( ，叩p缸閒I加!

但括課捏周魯、錄曹 ( 'j )幣、 -輯參考賢料等 。

(八腺會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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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教育系統有別於 輯學校，其特色在開放學習、學習者為中心，並

且以教材攝負數師之角色。因此，隔空教育大學仍賓依其數學特色 ， 單展

車屬於隔空鞍育圖書館祖朝換丈﹒以下說明兩空教育特色，並輯合謀討隔空

教育大學圖書館服務模式。

1 閉室教育之特色

(1)闖世學習

桶笠教育系統是揖拱開盤學習曲體餐會興建盟的系統，而開1l!<學習 ， 聾

指彈性設計課程 ， 以捕足個人需要。聽置可長至一個學期 ， 亦可包括揖時，股

價鐘頭之訓暉，桔稽可以壘!I\曹峙，阻隔空歡育大學之大學部課程，或是較

為聶傲的 ﹒ 如學習者，但在一起討論。釋種有的具學術性，有的宜，實用性。有

的鐸且引起學習者自覺、訓輯、更新."'協助學習者撞得實樁，盟將現有的

教材車接而戚，單完全自行馬特定學習者而設計。嘿置可自教育攪僑、企樂

體把其他單位提阱，甚至可由學冒著本身加以設計(拉入一)。

(2)學習者為中，心

隔空華全育系統tj學習者聶中心 • tj下說比較晴空學習者與一輯學習者

之不同 ，革分析隔空學習者之特賀。

@隔重學習君與一般學習者之比較。由衷三可如 ， 隔空學習者為成

人，以部分時間島與學習，兵有多重角色，且重新掛揖學習者角色

，甚少與其他學習者載體僑聯站。

永三 -被學習~與防金學習老之比較
，~制，令【￡圳.. 1984. J>. 10) 

一級學習者

﹒金時學習﹒學習為主要活動

﹒學習考保持同機角色，在糧"‘中

持續學習

.'"習老11m某 -1覺悟

﹒學習者年輕

﹒學習者易和其他學習者聯絡

.學習者7i便使周機個時立簣，眼

目前空學習者

﹒部分時間學習 ﹒學習是附帶活動

﹒學習者重新回到學習角色

﹒學習2分11不同單位(工作、家

庭)

.學習者是成人

.不易與其他學習者聯絡

﹒學習者不備和悔，構紛紛，聯絡為

闢空進行芳草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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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隔空學習者之特世.

a 對學習能力缺乏信心﹒

b 害怕表現不佳，有失顏面，因而有時延誤儼宜作業萬般師社

閱。

c 對計調和不同角色之甜苦楚.J;!&*自其他軍人、間主、間，國

工作之壓力略到焦暉，並且對棚起門珊，應到內ø:﹒

d 經過一天主管酵工作，憨到十分痕哩，而惶不起動讀書。

e 揖有更鹽宜之經輯、學聲、更高z!J曹動機、賣車惜時間、善

扭利用時間。

f 雖然記體力稍為喊過，但7解與骨折能力增強。 (包入二)

隔空歇會以學習者為中心，其成人學習者在生理特質、學習能力、心

理Jj)陸、生活實輯、角色掛直等各方面都有其特性，不同齡組學習賽。

(3)印刷式教師

在隔空數學系統中，數師與學生木能直撞面對面，而主要盤介是教材

，歡師典學生立溝通(空談)互動必讀呈現在歐材立中，因而做材不但且會學

科內容，而且捏拱主盤，包括超過直好立組織與華傲地實眸闡序 ， 著重目標

，結于學習擺開之指引，帖子巨置地蟬習，建議學習者撞車學習活動，徑也

自我評量，使學習看得到回饋。置些世材可包盟成完聾的課程車學習祖件，

盟將世紛與指引分閉，量生紛本身揖棋了實料與刺激，而揖哥 l員。包含學習指繭

，評量題目與問題等。置些教材即負起教師之轍，實，個引起動攪、解陣、指

亨 1 、監勵、盟問、對誼、回饋等(拉入主)。

2 周空敵曹文學圖書館服務構式

1iÉ上述國外隔空教育大學圖書館服務情形(見置四)且圖書館股清模式，

綜合分析個下

0)去共圖書館揖棋服務

英國開曲大學、春闊前可聖賢塔瑪曹位開般大學里斯里蘭卡開畫畫大學

之較本鄧大學圖書館主要是握自喜歡師教學E研究所幣2實料，並未直接揖阱

學生驅醋。因此，土述三使團﹒館服輔模式為 與企共圖﹒缸矗立關暉 ， 自

各地區企共圖書館蟬快蠶位學生服弱。

(2)由校家都大學圖書館覺告終!R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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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夫學及模糊狄金大學拉家都團會館直陸提供學生服務。因此，上

述三艘圖書館服務模式為 購置大量萬本，稽的電話、傳圓、線上電腦系配

且郵寄的方式，直接提拱學生祖輛。

(3)齒地區中心圖書館提供服務

中國大陸於中央、省、市、自抽區建乎都設有廣播電視大學，各攝電大

部設有圍種館，直接扭轉學生。巴基斯坦:lt拉璃l'克巴開放大學校本部大

學圖書館且未直接提俱學生組睛，揖由各地區中心團會館直接揖拱學生服務

。崗位 ，上挂二位圖書館服務模式為 聶由各地區中心圖書館(各級電大圖

書館)直控體拱學生服務。

*-回 勵企教育大學間，你服務精彩分佈

間空敢有大學
服務樓去定

團喬館
組織

興教學系統
與公吳國會館闢係

立關係

英國開故大學 依棋各地區 l 校本鄧大學與教師、 2繁重

奪目

會于可寮﹒塔羈

普拉開敢大學

去共圈，館 圖﹒館 、印刷式教材

2.13個地區中緊密結合

。心國.館

依傾各地區 1 文獻資訊處

公共III書館 2.10個地區資

8軍中.L'

與教師、嘿堡

、印S 王笑傲俏

，長會結合

斯星蘭卡開放依領各地區校本鄧大學盧興，全師、課程

失學 企共圈，餘 ，僻 、印翩矣，投材
緊密結合

南非大學 設*鄧大學 1 役本鄧大學與歡飾、際舉

個﹒館 IIlS館 、印翩丈量受材
2 地直且學習緊密結合

中心圍.，自

1 各地區中心酸聯

絡圓圓書館員與公

共圈SiIl聯絡

2 提供公共圖﹒館

雄，龍:貨物.單

3 學生續寫「圖畫

艙簡介」衰裕，

縛住企共圖禽，官

1 在全國各地企共

閣會館成立75個

團會專櫃

2 提供公英國﹒館

經費補助

提供去共IIlSiIlt女

科S&課程所，庸之

指定用.、推萬讀

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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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來隔2ft'lf大學回﹒艙，區溜之研究 以錢圓圓立設中大學食開{命}

"" 
澳洲狄金大學 設本鄧大學 1. 1史家都大學興Ii<師、錄種

圖書館 圖.，直 緊密結合

2 各學習指導

中.C.，1II1﹒艙

中國大陸，使熔 各級電大團 l 各級電大團 會面做俏，毫敵

電棍大學

.能

.館 與否，各級官E

2 省臨巨省內大圖富館不-

電大系統協

作組織

巴基斯坦 各地區中心 1 校本鄧大學與教師、聽種

空位羈尹克 1Il.館 圖書館 緊密結合

巴聞般大學 2 役零部分館

3. 10個地區中

ûlll﹒艙

輯合而言，也最隔空敘重要立特色，值得時間和空間是造成影，桶空教育

學生使用圖書館最主要因繁{位八四) 。 月外，聞宣教育學生大都是非全暐

( p'口 time )的學生。 因此，圖書館開放時間對學生不方便(拉入1i )。 在此情

形下，使隔空鐘愛育大學必頭發展屬於自己的圖書館服務模式。在隔空教育的

現揖中 ， 各國隔空教育大學無說是依輔企共圖書館、自校"鄧大學圖書館或

由各地區中心E書館揖拱學生服醋，參少與各國或各設立學衛環攬有關﹒誠

個胡述兆敘授(位八六)所說 fJl:好的~共圖醬醋系統 ，乃英國開放大學成

甜的必要輯件。」因為其國的企共圈，館非常單撞 ， 具有組模的企共圖會臨

到處可見，故3英國開放大學可CJ依輯各地區的告失圈，聲館惶拱學生圖書館睏

輯。無論何種圖書館服務模式﹒各個隔空虛史背大學圖書館立目的乃在於配合

隔空教育之特色，以憧棋符合學生帶來之有投服務。(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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