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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重t量做學與研究赴大學團會館的主要任輛，而圖書館間能的韓偉則有輯

於圖書館館醋的建立 。 因此，有效率地酷展及管理館醋 ， 使其能揖再合歐學

、研究及其他各種相關活動所幣，無臣是大學圖彎曲的體噩噩點 。 伊利諾大

學 Lancaster 教授曾說，富多並不一定有啊，而住往是包袱{挂一)。 因為圈

，資料數量的增加，一方面會增加處理它們的單位成本，另一方面. r呆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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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量也會增加(位二)。由此說來，惟有誰持品質E野、使用車高的圖書館

繭，才是圖書館所~祖矗努力的目標。但是，曲何對甜甜作「質」的控制 ， 以

再古大學圖書館主控教學、研究的需漿，則有輔畫，者的智體判斷。

草書工作並非單純的故而輯之(collection ) • 8!1哥盡而聽之 (se \ection)

的行揖(t主三)。事實上，也是最吳學備性的樂輔(t主四) 0 Fussler 也想揖聶售

量大學圖書館中最重要也是最巖盔的工作之一(草1i)。 最佳的置揮應該是使

大且多數的圖書館臨能揖符合教師且學生目前直未來使用上的需索，並使閒置

無用的圖喜歡量揖歪扭少。

大學圖書館的還唱工作應由教授抑萬館員攝臣，一直是學詣的話題。龔

國在 1970 年代叫前，大學闡﹒館的遺書工作主多半也教授攝任，團會館貝貝

負責參考工具書、非蝶程圖書及戶般性圖器盟揮( t主六 ) • 1970 年代以來，的

拉圖書幢重視館聶單展工作，不少大學圖書館的噩噩工作改由館酷酷展館貝

聶哥回事事揖任(泣七)。畏久以來，按國大學圖喜館主要是依揖敘師進行聾

，工作。值此實訊時代 ，扭頭不慣畢漲、全T抖日圖用組，加上圖書出版量的

~/ì'ι屯子 激增，集中全部精力計數學與研究的重金師們，是否能持不值許自身的研究主

t: 是: 題而從學軒的整體角度來置揮圖書。他們主頓覺花費今少時間在聾曹工作上

呢?遺種完全僑輔教師團密的作法，聶華大學圖書館的誼會能有完聾性 、系

統性的均衡體晨，令人置疑。

圖書盟擇是一項亞具3年藥性及學衡性的工作，也是圈，當館館員，實無旁貴

的專業任輔之一。個問使圖書館員與教師作某種單宜的合作 ， 以便從大量圖

喜中擅較有限圖書並使團會經費能作最有效的運用 使般學與研究更為成

掛與有殼，實在值得重視。

據國外許多調查頭示 ， 敘師聶哥行為壘多項囡絮影， 。 爾今 ， 歐美頗多

大學圖書館為因應圖器館專業化之需要。已時還揖重任書也「學科專軍事」負責

。而大參數圖會館也多具有正式的醬面館輯發展世策U棋遺書者串考，巨觀

園內 由計國情不同，大部份軍奮工作仍番副教師負責 ~數圖書館也未有

醬面的盟暫且策 。

近年來出版品日益增多 ， 出版頭型漸趨參竟化，而國內女學團會館的圖

書經費也不斷增加 、 對圈圈值而霄 t 如何做仔置信工作 1 控立完善的館聽是

當務之急。針對上述問題，本企首先蟬討大學圖書館置.工作立特性，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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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比較敏師與館員蜀，立特性 ， 並歸納說明有關歡師聾，行為主團直主獻 ，

所作桔詣 ， 冀能提拱圍內各大學圖書館作為置，作乘之參考。

一、 大學圖書館還會工作之特性

圖書館是 個單樂、整理、保存資料以棋融事利用的犧何時，缸選擇、擺

動到骨頭、爾自、攏過、書考，圖書館所有活動都是以館臨聶中心。可以說

, r選擇」是圖書館所有活動的墓禮 '111書館所有活動實幫肚噩揮工作是否有

數執行。聾揮工作的團品 ， 決定7所欲蒐醋闡﹒的內容與晶質。 B全非，起聶適

合讀者的實料，否則圖書館的存在就失去聾盤。

在蒐聶圈，當實軒的過程中， r選擇J;噩噩具專業性與學術性的一項工作

(位八)。到底置，包音7輛些概盒里活動呢? Field 想為圖書置揮並不單純

是接壘揖拒絕一本書，它但括7對社區的帶家里興趣的7阱，對社區其他圖

書館的7醉，對經費、館輯空間的7醉，以及對於採訪、盧理圈，聲和揖拱扭

輔之人扭曲T解等等(社九) 0 Ryland 也指出﹒置省者，酷T具備學科個觀

外，更有輯抉對館聶聶展酷覽、出版丑事目控制等相關個蔽的7解(位十 I • 
Gardner 也認聶所有噩噩者皆賓具備清晰明由的置﹒哲學，機構貝1)必現有其

軍.致贊(拉十一)。因此當圖置信館決定畫揮車牌斥某一本書時 1 都軍依藺

草的標車、原則以及範圈。換句話說，圖書館必讀有明確詳甜的館臨蠶展蠶

塵世聾，才能做好單書工作。

符合蝠，臨的區的是圖畜館噩噩的原則，聾麗璽女士琵為大學間書館的

目的，在協助大學完成教師、研究、推廣、出版等掛能(位十二)。越多食總教

授強調大學的油能與圖書館的作業息息相關，在於保存細觀E教學、研究、

推廣閣陶鑄(t主十三)。王恆鶴教授指出，大學圖書館很幢大學教育的宗旨，

蒐樂、組織租運用圖書實料，以撞到保存相識宜化，配合教學、研究興推廣

學術三大使命{垃十四)。因此 1 大學圖書館的畫畫工作自點是以符合上述曲

能為最高指導原則 。

Ford 以園一賣示大學圖書館的採訪過盟(桂十丘)。

國一頓示，採動監囂的訂定調很據大學圖書館的成立目的，而大學圖書

館的成立目的則在實現大學問成立宗旨，盟書的原則則是根蟬採訪敵軍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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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fi 擬定，此外 ， 糊糊曲研闊的程度，而政車間掛原則的
鉗制 揖訂﹒不同的﹒目工具旦出版禍患有助置，作業的進行，酷而，單﹒者必讀

7僻使用者的需束，並l!!徑，圈，的實際使用狀血修正聾書原則且採訪..策

(草十六)。

圈，聲缸目的誼通，一般而言，均甚聶抽象、空臣，因此 ， 向種賀科眉斂

學需索 ， 何種屬研究釋來，必攪在世領中于以開確界定 ， 圖書館各個目的間

的經畫畫畫急也睡加以區分，盟在館甜盟展敵軍中說明。

Cline lJL.. Sinnot 揖出大學圖書館置，的六項考I軍因囂，骨別民 主捶基

髓性、大學部直研究所載專樂數有計置等課程，重侵揖績單延伸敘習，維護

串考館藏tJ&直立不同漂謹程度的研究館蘭等(拉十七) c Curl叮 re篇大學圖

書館館酷的特色是館輯要廣縛 ， 儘量單輯有學術價值的書 ， 不但在重圖書的

品質，也注重轍，量的增加{垃十八)。大學圖書聲館臨輯內容丑館酷揮監壘到

課臣、大學部、碩士E 、博士盟等研究層次、教師的研究興趣、推廣教育U

且止級t央軍(如抉定新設之學系亞研究所)等因擎的影置。在鹽立輯屆時，圖

書館要7解各學系所閉的興置，對計每一學科所需賀科內容的擇謹程度必讀

加以調畫。有關斬啥;f，、所的計畫也要瞳學T餌，以便高興先建立相關館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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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大學有培聲學生士化丑懿術罪聾的任務，即使投內無相關科系﹒有關

圖書仍需加以耳醋。大學圖書館讀者需要的實料..國非常廣臣，任何一個E

I!I館都無畫畫滿足讀者的全部需求，因此 ， 大學圖書館在選擇圖書時讀特別重

視與其他團會館建立合作關係{挂十九)。

綜合上述，能圖書館的目的、讀者需*至于析、館藏學科範團丑漂度層組

說明到他館合作計量，在在需要有正式的書面館藏草展政揮加以揖範。 1974

年要國研究圖書館學會的調查顛示 ' 65%的大型大學圖書館有正式的書面臨

藏蠶蠱敢策{垃二十) 0 Futas 在 1983 年調查了四4 所學衛圖書館，具有哩，面

館黨控展誼揮者佑T 72%(1主二戶)。

館輯發展敵策值堪的是基本的故暉，而盡密監策曲堪的則是工作的過程

。可以說 ' 11111揖擇是將館菌蠶蠱瞳攬具體化的一種工作( 1主二三 ) • 1979 年

的聾國大學阻11館揮學也賣示 「所有大學圖書館的館藏都曙該依館發明確、

詳細的政策，撞車有系統直持續 囂的單展。 J(註二三)

雖然有7明確、詳細的眩暈，圍醬醋館聶較能有系統而且持續一致地單

展，荒而，都聽單展瞌睡並不能轉取代圈S選擇，它軒究只是界定盡聾的聲

緒、提拱聶聾的..圈，並不是選擇某一本特定的書 ，每本書需要個別地去選

擇 ， 個別的割斷仍是必攝的 ( 1主二四)。 盟主，圖書選擇是一團智體的工作，

盡密者唯有不斷地充實自己的學科個輯、圖﹒個議以及圖書館個嶺，才能作

出企正、有殼的選擇。以連戚在最適當時償提拱噩噩齒的圖書結盟適當的讀

者?使圖書聲皆能聶讀者所用的目標(益二Ji )。

二， 教師與做貝還會之特性

大學圖書館的盟會工作應由教授抑草館員揖佳，擇有學諦 。 傳統上，多

以教師掛擴軍聾的主導角色 。 爾聾，自於學街頭哩的變化。如 增加選修課

置 軒說式的授課方式等教學方法的改變，尤其是對研究的重視 ，值得團串

館館融貿麗的揖聶更加重要(訟二六)。 全心聽力Ir!教學研究且學衛出臨的教

師，面對不斷增加的出版物，遭盟工作更顧困難 。 1個8 年 Lane 歸納丈顱 ，

指出歷年聾的噩噩鞋展軍嘴巴也傳統以做師主導盟串的型'Il!改成U館員主單

單聾的型態[位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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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教師與館員在還書工作上之特性如何 1 茲持別說明之

←)教師選，

" 

祖線主轍，主彈由教師負責聾，工作的主要原因，在扭教師具有學抖專

畏。 Kim 器為教師蟬有學科個戳，也7解學科的發展組軒，還些背景是一

個好曲草書者所應具備的帳件1<主二八) <> Ryland 認為教帥對輯顧1&策相當有

助盎，數師說明他們有興趣的研究值按監護館員祖續作者、出服社、賣雙刊等

單鐸圍. ' 曲此將關少圖書館的生聾作業而使得盟會工作更具成殼。在矗立

回輔佐館輯時，教師也大有助盈，因其可撞棋其研究主題曲重要作者、學衡

團體聶擴刊等各種形式的出妝品 ， tJ拱館員置，盤時參考(誰主二丸) <> Maclead 

指出，經由教師的重參與，圖，僻的「閱盡訂購J (approval plan ) 可以執行得

更具成殼，因晶敘師有助於封建能圖書(profile) .遺書者提所造圖書，實地翻

閱佳加以盡釋，可降臨群少使用的圖.幢大量體謹的可能性(拉三十)。此外

，某些實料來暉，個 學術攪憐的研究報告、初期的實輯結果、學衛會議的

蟑宜等，教師有其個人管道，館員則較盟撞車此類資訊1<主乏一)。酷了具備

V寺、再 專門學識背景，適合進行選曹工作外，函數師揖任選書工作的慢點有二 1

教師本身即是圖書館的使用者，他們個道自己需要那些實料。 z 學生最大學

圖書館的主要使用者，學生利用團團喜館館臨的情形必點會費事I{教師的影聾，

教師7解學生的需家(垃三二)。

堇身令世篩選囂的臨點'"'由其負責盟書所造成立歐矢，學者說訟甚多，大

量可歸納成以下數萬

1 教師謹，鼻祖﹒致館種體麗不均

1897 年 Potter 指出，依賴教師有系統地、持續性地進行置曹工作是困

難的(位三三 ) 0 1932 年 RandaU 提出 ， 數師噩噩將造成甜甜盟展不平均的事

告1<主三四 ) Q Danton 認為 1 世師聾，不具彈性，盟會時韓島忽略過際丑抖

際聲合性的學科個域而ìJ故能聶鞋展不均衡(註主Ã.) <> Kim 以為，教師盟會

通常不會考慮圖書館整體的館藏韓廳，他們所關心的通常是自己所研究或教

學的學科(或主題 ) ，而不住意他們所遭樺的圖書與重個館酷的關係 1<主三六)。

Massman .& Olson 指出，教師聶哥常會聾擇其專摘領域的圖書而忽略學生

的需來 1<主三毛 ) <> Ryland 也同標認島，教師遺書."導致館藏誼展不平均 ﹒他

問時指出 ， 假個尤許敢師自行分配經費的使用，期刊可能佔姆大部分經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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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重影，圖書的購置。然而，大部卦學生較少使用期刊館臨{位三入)。國內

攝癸擎教授認聶教師Ilí動性大，且不能從學科的聲體角度來充實輯醋 ， 主宜使

大學圖書館巔，未能作完薑性、系統性的均衡蠶展(位三丸)。

2 軸師缺乏，目知臟

Massman "& Olson re筒，級師缺主.~扭頭，無法完全掌撞出版摘息

(t主四十 )" Kîm 指出，教師無法完整地:t:蟬出版捕息，他們所依輯的參半是

專樂期刊中的書評、廣告聶出版祉所害的回歸(拉回一 ) c Ryland 認聶做師遺

書的最大困禮是圖書館必讀花費大量時間處理訂單(社田二)。具明德敘授指

出，理盟的歡師盟魯吉瞎該7解學科目前的單廳，圖書館所欲耳融該學抖實

軒的強蜀.:t:擅自版消息 正確tþ竊喜目實料，有興趣為學生及其他罔僚噩

揮圖書，但是還樣的教師草不多見。草書工作是一項募集佳的工作 ，也是

項持祖不斷的工作，在教學且研究之外，教師能I!I出'þ少時間來重參與遺書工

作，的權令人償援 。 他也指出，從館聶單畏的觀點來君，圖書畫揮草不是一

項獨立的工作它是餌聶噩展過程中的哩。軍事工作攝電t\ll:持祈、採訪、

館酷評置等都有密切的關暉，其中溝通、協調的工作瞥見董事 ，唯有同時，制

思置些相隔工作的人才能揖鵬任 。 敏曲作為個別圖書的選擇者或許鹽當，但

由他們來聲展館甜可能並不適宜(位由主)。

3 教師僻少時間進行遍，

M.扭扭nan"& Olson 認為教師有教學與研究的工作負擋，辦少有時間攝

任軍11工作(桂白白)" Kim 指出教師的主要工作是教學與研究，並不是所有

的做師都肯熱心提琴噩噩工作，有些做師可能 年才推聽聽家圖書 ， 有些學

系可能推極一位教授負責全系的讀書工作，難免會造成聾，的偏差 。 以還種

方式進行噩噩，圖11館反而賽經常查屆世師罩含章E圓的適當性(拉回1i. )。

Ryland 1指出教師也酹忙肝學備幫程、指導學生且本身的研究工作，很難有

時間遺書 。 即使身負置當責任，可能會從某些出版社的行賄目輯中攝聾，忽

略吳學術價值但輯少行曲推廣的出版物，而造成奇值的理醫模式(草四六)。

4.教師遷，缺乏行政甜束力

Dickinson 認為教河置聾的問題在扭世主行前能力(拉回..ç ) " Sandler 提

出大學圖書館不能依體數師聾，以維持均衡館酷的最主要理由是 缺乏有效

的合作(桂圓八)。 真明總數授認為在大學中，圖會館對世授毫無約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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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行設體系上也無世監督敏授的遺書工作。因此，自教授揖任聾，區工作

，實在不利於大學圖書館的館臨發展{泣四九)。

此外 ， 國外頗~調查數師置，行萬之立轍 ， 茲依時間是帳，分別l誼通2日

下
1972 年 Memph is 卅立大學的調查酷現，大部分所遺屬，多反映教師個

人研究主題聶哥所計量需豆葉，君、時7某些值得與酷的圖書。該使館畏挂聲此

一現象 ， 因此扭曲了一個置，香員會，負責噩嬋通俗小說E通融世E貨物及軒

審讀者推聶直艘，並定期企你推買車，廳的揖理結果(ü"'+J 。

1976 年 Biskup & Jones J.;.l.問卷克式調查團立澳酬大學 (Austral 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培位高等教育學院 (Canberra College)教師的草

書情形 ，控制草委臨的選醬醋寧、遺書依鐵的資料來觀類型1;(&教師對館員聾

.的反應等，結果單現，矗少部分教師有系統地聾揮圖書，其所依賴的聾，

3句話也宋能保誼缸觀控展品質[位五一)。

1979 年 Kim .1，:).問卷調壺，修，教師吾與草書的行為自聾，共列出 11 項

變擻，並發現其中 5項為重要因絮，卦~IJ揖做學年賢、年齡、著作，質量、

專樂會讀參與紋，史、專業期刊閱讀鹽，度等，此結果顧示7一個高等的研究學

者，通常也是最活臨的噩噩者。研究結果也顯示教師們覺置些國葷的影聾，

有其個別差異性存在。因此，抽果盟會的責任完全仰輔教師 ， 貝1)某一學抖的

館藏強度將自該學抖的授課教師決定，酷非所有學科領酸的歡師們都能充旁

島與盟直工作 否則館員必5萬有方檻補足敵師們較少嘉興置聾的學抖。他的

研究同時里現，圖書館內近135)之五十的圖.是由E分之十的教師所鈍耳

(位五三)。

1980 年 Baughman 等人以問卷抽樣調查教師、館員丑行盟主管的畫畫區

態度丑意見，研究結果單現，其在館臨單厲的形成過程有一般共識，曲 成

認為應有館藏盟展世暉，以加強館醋，並認揖教師和館員在館歡聲展上I!\掛

揖主要角色。在經費分配上較多歧異，而對責令敢師的遺書習慣則較少提且

(t主...三)。

1982 年 Hardety 調查教師們有關大學圖書館對大學部學生的教育角色

的態度 1 喵果單現大部分教師對扭什麼梭的值融資料矗合大學部學生使用

並無明確態度，對針其馬大學部學生所揖選的團團所兵有的特性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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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五四)。

1985 年 Mary 以賓卅大學 ( Behrend College )為問卷調查對竅 ，肚研究

主要目的有三

1 誰II!負責噩噩，教師的態度曲何?

2 圖書館的採購作樂/l[種能否滿足數師的需*?那些需攻未敢滿足 9

3 聾直在U教師與研究為主的數師中，其重要性曲何?

其調查結果酷現，館員們不可想靚教師的遺書興趣，而散師們在聶審工

作上也掛圖7重要角色{位...... J 。

歸納土述調查士顱 ， 數師在草書行聶上具有個下，食團特性

1 敘師聶富多因個人研究主題需要，對於大學部學生讀古閱讀的圖﹒特

性並不清彈。

2 敢師至參與聶事情酷並不理想，其軍﹒方法宋具系統性 ， 也宋能保誼館

酷的單展品質，教師遺書監壘諸多因罪影書。

3 教師多同牽制定缸囂單展政策，盟器為教師與館員在聾.上睡扮屆主

J ">;~ 要角色。

口清官員選，

對館且還聾的主要學論是館員缺乏學科能力，馬彌補此項不足，建議聞

單館應聘請學抖專軍(草五六 ) 0 1940 年 Metcalf 琵島館芳在還書上不可過於

依輔斂飾，革昆聶圖書館應依揖草收矗立主題範圈，揮重具備此主題個議的

館員，負責扭拱具學抖專畏的教師有關軒，醫或草書的目揖訊且 (當主...七 ) 01957

年S" h 賈握自-'Jt揖性噩噩，聽馬軍團的責任應由館員承墉{ ti li..i、)。爾佳。

由於圖書館踩周「閱單訂購JlH指令統購」的1i武訂購圍鹽、加上出巨數量增

多，媒體顯型繪加，使得還會工作更具多揖性互種種化 由於鞍師盟有時間

缸事盟審工作，因仗 ， 圖書館興必要負起此現任輯(草...丸) " 1960 年代早期

，已有一些大學圖書館暐用學科軍軍事提享盡省工作1<主六+ J 。 此時 ， 世師的

角色揖攝已個向加專門性的顧問以及某些圖畫的權聶(位六- ) " Edelman 指

出，由於重說館矗能詞有系較且能掏遭到整合世的單廳，許多大學圖書館漸

漸帥輯館員來主導置蠻的過置。當圖書館的位矗範閩丑館酷現模愈來愈大峙

， 圍盟館開抽暱用學抖草草草負責聾會工作盟國各系所敢師聯臨噩噩事宜，教

師在擅自上仍具影富力 ，但日常直曹工作貝'J 3'é æ館貝負責(社六二) " 19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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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圖書館瞥矗設有學科專車，到719個年代，躁動館員輛輛為館臨睡展

館員所取代，典型的採訪館員職在以最快速&>1Jt便宜的方式取得教師聾揮購

買的圖書，而館藏單展館員不只是祖撞教師反應進行踩騁，而是對撞車工作

提阱全面性的街譚。館員們看來歡師且學生的學習興趣並且祖簽他們的割斷

進行置，工作，事實上，連些組且也可改壘草拒絕教師的某些權蘭(1主六三)

。

Ryland 指出 ， 館且比教師能多句掌揖出版訊息，他同時指出館員7解教

師的真正需求，以及教師使用館臨的真實情形 ， 因此較適合遺書(怠六四)。

Ma55man 且 0150n 認為館員較注重學生需家(垃六.Á.) 0 Gardner 認為館員

對世讀者的需束以及讀者使用艦酷的情形有相當局7餌，可以提偶有用的實

訊作為訂定遺書1&饋的串考(位六六) 0 Maclead 龍為館員個道不同使用者的

帶家，是矗立館聶以符合目前且未被使用需主黨的最佳人還{垃六七 ) 0 Rana 

認為揮員身負管理者且教育者的角色 ， 不只關心館輯發展計量，也注重其遺

書責任{拉夫八)。

歸納士獻 ， 也館員負責置，臨的特性的可分成以下，食團

l 館員缺乏學抖能力。

2 館員較能完聲:f;撞出版消息。

3 館員7研讀者帶來。

4 館員注重墮密責任 。

但牌i決之道

自世教師與館員置，各具特性，個問避且完全倚闡教師置也所追成的問

題 ， 草草草們各有君怪。茲歸納學者聖見，骨項誼通蚵下

?設置且學科耳岳之選書館員

Danton 揖出以學科學軍負，使盡蠻的三頃睡點(拉夫九)

(1)確定所有相關的重要種鶴，皆能單集完整。

(2)畫畫當權利置於責任者(圖書館館員)身上。

(3)盟串責任置於圖曹館的監督旦控制範閣下 ，有利管理 e

Randall 認為維持圖醬醋藏均衡鞋展 . CJ符合目前直未來潛在使用者的

需東是館員的主要責任。過由攸關教師聶爸將揖誼木均衛館聶 t 造成某些學

科過度單廳，某些學科則值忽略。解快之道，在於使館且有能力祖獲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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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且館臨誼策對館藏作整體性發展(註-"十 ) 0 Metcatf 撞出解決過度依轎

車皮師還蠻的方接有二 0)使教師能自由地選購圖書，但的能使圈，館有幸扭

地挂展所有學科個域的館囂。 (2)將館員依學科領域劉哥，負責提醒歡師進行

聾，聲工作 11主社一) 0 Maclead 鹿為位讀鞋展應由館員主導﹒館員必讀了解釋

程及研究計聾，盟和所有學科領醋的數師保持密切聯聲(娃老三 ) 0 Scudder 

鹿揖草書需要教師的學科專長WÆ館員的專業個敵，館且必君與教師合作，

教師壘棋有關教學丑研究的需束，館且則負責揖牌"回南且並指出飽蠟缺失

以且讀者的需Jl< 1誰主主) 。吳明德教授指出，大學圖書館理想的軍﹒工作應

該由館藺草展部們的館員負責主要的選"工作 1 但也值勵教師積極權聶圖書

。由於館員能拿撞出服南息，瞳語主動時，評、惱版書白、廣告等惶拱斂師

提單{訟-"四 ) 。

2.1需囂，面置，草館藏單眉政第

Lyle 指出，在建立圖畫輯輯時，必ifl7解圖書館的成立自由且所組務

的讀者對象並且且正7解每一家圖書所扮演的角色(位-t"A ) 0 1965 年加胡偉大

主守， J; 大學圖書館標準亦曾揖且 盡S應誼是教師與館員的共同責任 ， 歡師唐恨蟬

:~午， 政策並因應目前E未來的帶來推聶圖書(位-"-τ ) ot揖8 年 Lane 歸納宜轍，
除7預ilI.1j還喜工作與館藺草展活動的聲合外，盤指出慎寫還書畫畫策為il!II工

作的未來體農圖書~ ( 1i-t:-t: ) 0 Cenzer 建立撰寫「軍警手IIl!J哩。毛歡師團會時串

考，祖 墊閻啤卅大學奧斯iT封控揖寫的手冊 (The Library Acquisitions 

Manual for Faculty ) ﹒ 數字研院7描寫館酷鞋展計宜。教師在噩噩工作上

扭曲的角色外，對於如何訂購一本書﹒審閱訂闊的出服看清單等實料，皆有

詳聾的描述(垃老八)。

3 建立謹，行政體果

Rana 器為缸且不懂還"，更必讀具備撞得校內其他人員的合作，使其

共同量參與聾，工作的能力{室主令丸 ) , Lyle 指出圍﹒館館藏必讀是行ll<主管、

教師丑館員三者共同的工作結晶，在矗立館臨時，必讀建立使教師與館員都

能有放吾與草書工作的組轍。他同時也指出，館員必賓國負遺書的協調工作

並提醒教師進行車喜{娃八+) 0 Sandler 認厲，馬7使教師有數參與遺書工

作，館員必ifl祖攝及體制教師蓋全揖還會的行肢體系 It主八一 ) 0 Dickin甜n 提

出，解決教師或館員誰該負責盟會的學站，方挂在扭-75必讀體出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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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量的任務，酷7揖高傲師對其置，角色的忽如外，必~設立使聾，當者

能持有重愛華國置蠻的作乘車序(垃八二) <> Cenzer 建議踩東省磁方式，作為圖

書館與教師問單身曲的管道，並值得教師在聾，工作主更具責任恩(垃八三)。

Scudder 鹿為置，當需要教師與館員的合作，他並且指出建立兩者的合作關官、

'主要不在程序問題，而在闡恆的態E以直古作的楠神(益八四) <> Lynne 則

指出，一個體全的聶哥系統品頭兼顧以下原則 (1)涵蓋不同學科課程的人力

• (2)，1)周館員的學科專畏. (3)矗立和教師問溝通的管道 . (4)挂重館員的專業

成畏. (5)具撞車讀者服輯工作，了解館臨缺畏的選書看(龍八Ji.)。

4 體重經.預算

Lyle 指出 ， 在單立圖書館酷峙，必讀確定每年的圖書預算都有固定經

費且能持續性成畏(組八六) <> Greaves 表示E籃球館藏均衡種展的關盤在酷圖

書，經費的適當運用(訟入令 ) <> Vosper 認為只有草制主配圖書經費才能適立

維持一高效率的圖書館臨{桂，、λ) 。

5 簡化遺書作業

E Cenzer 建觀簡化串密手續 個暐揖 cho間 card 或代理商提棋的訂購書

几已 學偶數師單書時參考，點可省去教師抄寫書摯的廳擻，圖書館也可節省﹒目

查霞的祖夫(位八九)。

祖lf以上說明，可以說，閹割E館酷必讀是歡師直轄員的合作成果。換言

之，要使圖書館臨有黑酷地成長，必讀函具權威性學科背景的教師旦真備學

科個頭並對111 圓、出版者旦司，商有專門如富麗的學科專軍共同合作。

三 .結詣

國扭曲訊技衡體造以且使個網路的普及，教師和學生可以祖方便地轉自

個人電磁與通訊網路撞得所需實訊。面對實訊社會的蹺，圾，圖﹒館更讀積極

單展館囂，使每本圈，區有其讀者，而每位讀者有其書，聞少軍用圖書的興醋

，使館藏充滿活力草廣島讀者穿1)用。其言之，雖持品質直峙 ，使用車高的圖

，儡顱，傳使館輯符合教學、研究之需*﹒是蝠，館所應廣種剪刀的目標。

如何連成目標. Pl)有輛車，人員的克分合作以及智體割斷。

茲祖揮主獻研究桔壘，提出下ml!且以拱*Ij!圖 111館盟書作業之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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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進館員學科能力

學科能力量置，者應具備的能力，耳集出版鹽目、拿擅學科酷壓圈" .

與各系歡師協調溝通，共同訂置遺書歡策等等 ，在在需要具有學科能力的館

員負責 ， 方能真正主導遺書過程。因此，館員們除7圖書館學的訓110外 ， 更

需利用在融進修、自我數育等方式，克實相闋的學科個韻 ，並且不斷家進步

。大學圖書館的館員蟑壯地利之便，更應藍勵其謀取學分修習方式，嘻聲其

學科個薇。

仁j緝.IJ圖書預算

經費是影書館聶建立的重要因棄，何先國教授曾經指出 ， 欲推動我國大

學圖書館里，槳 ， 首應現定各校圈，經費有特定比帥的預算﹒國立大學應明晰

至于別圖書與盟器設備聾，並函圖龜，館主植掌理且主配置書費用部分(草九十)

。圖書館應輝有固定之圖書經費 ，個此，便可依館聶鞋展設單價糧盡辦教師

們參與置，工作，有T經費的主撞撞，圖書館才能揖正實現其監管、協調畫

圈工作的責任。因此，唯有有須重用經費，俾使圖書值觀能揖發揮其主畢教

學E研究的功能。

目健全遺書行政體系

館藏品質的直越是圖書館責無旁貸的任務，個何對館融作貴的控制 ， 則

有輯歡師、館員丑行政主管等的官切合作。無現睡不成1i圍。揖7使盟曹工

作能持有數執行，圈，聲缸宜確立體全的還﹒行監體系﹒主車遺書過喔 ， 並負

起揖畫且協調的責任。館員負責主要的聾，工作，並應監勵師生攪極推聶圖

富。此外，館員應能掌撞完整出版楠息，盟主動握自使數師們各項出版訊息。

四訂定館藏發展政黨

缸植亞歷敢策是館員建立館臨的日常工作指引 ， 也是盟畫館當J;llit缸際

、館內的灣通工具(i主九一)。圖書館必1Ii訂定開確、 E季甜的政暉 ， 才能使圖

書館藏有系統而且持續一致地單展 ， 並且面對讀者對館囂的質疑。由於團會

館面臨的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理哩，館離蠶展il<績也必讀因應變化，適時修正

才能真正成為圖書館館聶疆農工作的措引。

個加強使用輿使用者鋼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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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山兮

象繕ø 大學圖﹒篩選﹒人員之憬.. 的

鹽立直雄護能持完整而迅速地滿足讀者賢訊需眾的館醋，是圖書館館聶

蠶蠱的噩耗目的。欲連成上述目標，則需進行使用與使用者調查。所謂「使

用J乃7解館藏暫使用的獻血，盟推卸甜甜的強弱，而「使用者研究」指的是

U使用者揖研究基礎 '7解讀者的實訊需3I/t)&使用館酷的情形、量且E攝

曹度等。冀以作為圖書幢幢集館酷的華考依據並揖興眼睛成戮。

的改進圖書館採購方式及提高採鶴教能

教師研究重觀實訊的即時性旦時效性，為7遇見揖購作業延宙間影，讀

老對館臨的利用，圖書館，實有必要檢討採購作藥方式以互作業流喔，並應軍

居搭配各糧不同的採睛芳式 ， 祖採周長期訂購(standing order ) 、閱單訂

購 (approva l plan )直指令統睡 { blanket orderl等。使圖書館所需圍喜能轉

迅速且完整地納λ館獻。

(七)儘速自動化

自動化作業輔臣圖書館比叫前更容品產生各種與盟會工作有關的實訊。

以阻聾，者串考 。 曲 暉通的統計實料可使盡﹒者買了解讀者利用館繭的情

形，館際E街系統司骨折讀者需31/ .7解館攝強弱 ， 輯上企用目錄便讀者能

揖迅連查詢現有位融資料，並遭遇電于郵件推B藍圖書，騙上企用目錄的檢索

紀聾亦可個車讀者的館融需束 。

此外，自動化的踩訪系統使圖書館能更有鼓掌握現有館藏以及訂購中或

盧理中資料，總上訂踏更加快7圖書揖購速度，得以迅速滿足推麗君的實訊

需求 ， 同時也藍勵了讀者的推聶華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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