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護

殷實資料興圖..龜， 第 35 禮堂!第 3 1l1 ( I領蚓 l 頁 24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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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盟館專業在即將邁入 2 1 世紀的時代哩，遭遇頗多的覽廳典跳轍。讀

些專輯部的來自對圓圈館學科本質立省思，種種古思的背雖在對求取3年樂自

主性，以及亞盟、有所突紋，以棋三食學抖的永績單展。值管還些問題並不至胎

是一種對圓圈醋專樂的巨挫 (backlash ) .但諸多的訊息量圖示出團矗館必讀書學

求更寬醋的體晨空間。換言之，在營用實訊斜拉所帶來的各團業輯與胡能改

善時 ， 團審館服務 (但括扭衡與讀者服務)的形式、內容、品質、時醋的掌握

， 才是更E多問題的盟心 。 不掏祖於旺有的經營酷式，扭矗找彎軒時代的專乘

切入點，增加專業的附M價值 ， 應該是可行的思考方向。

圓圈館與出版聶E醫藥 ( the book trade ) 立悶，具有某些研究特質與必要拉

住。點而 ， 山版研究與圖書館界的關聯性，並非純然地控生扭學倍世草上，

相反的 ， 出組活動訓經常見鈴圖書輯業務的運作巾，社像臨內同仁的通訊刊

物 (newsletter ) 、館藏豁口的黨藍、 一級革學術性期刊的單行、網路網站的

控'J~t 、光碟且線上賀科廊的世作，甚至專爵的輔曲出版等 。 晶晶皆存在苦無

阻的出版幢會與可能 。

圖書的顯型現鈔 ， 皺紋被圍噩噩行、圍圈主題與讀者軍等三碩特性萊

混合歸顯出版型態，得至的骨輯很難有一致之標單。原則上出盟內容荷大時

副封品大單化圖直山版與非大安置化圈串吐1版 (genera l and non.gene ral 

publishing) (註戶) ，依大學出版社的出極性質 ， 很自然地誼歸為能者。大學

出版社鹽乎可囊括非大I!l化圈圈出聞所涵蓋的8個串種頰，輯個 學衛團臨出

版、學術期刊、教育出版、斜拉窗醋的TM : scientîf時， technical and 

medicaJ)出版、專集團ww服等。姆拉上，華崗山眠者協會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將「大學出血祉J視為團會出版闡型之一，並指明 大

學出版社之經當特性受其創立揖惜之影醬，而為附屬許大學、博物館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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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相悔之非舊制單位。其出版品雖然以專業書緒型簡單行於 融市場上，但出

版主題則個向扭集中在學街草區域研究立體域(草二)。鼠個其呈現鈴字義之

內蝠，大學出間社 (univers ity press)不直是也版生態之一哩!也為大學內之

常E攝相峰。遺體的出版幢制，開係書出版界與學術界之活動與祖醋，值得大

學出版社向來聶哥|為出服界與學術酸，響樂於共同悍然阻攔心的議趣。

在忍多不同頡型的出服祉裡 ' 聶由大學來自帶由出版者角色，的確有擷薯

的擋車性，以大學山區社之名，行學衛與數學研究單妥之買賣，便相當共有單

阻力。大學出版社在通過其出版品之單行國圍內外圍盟館之典敵國誼通峙，

剛出版品之可得性與可用性將可有史實地品展大學個名E 。實質上，也敢相當

於避過出血晶的市纖特í'a與商品i盈臨之曲，連成7大學所榜軒的學衛國際化

之辭*。就實際利益而言 ， 經由作品出版的攏過與持萃 ，;;lt許遠比舉辦諾基多

國際學衛會讀岫終來得有放益。設華大學出1Il祉與大學圖曲館同憬皆為大學

體制干不可或缺立攝擒，員IJ擇對兩者問存在之間酷、差異性、 E動士可能性

等 ， 是傳輒誼展中一項值得重新審靚並賦予葫僻的問題。對世大學出服舵的

控討 ， 本立在是若干觀點切λ 學衛傳播與學衛出版單揖、軒科植伴隨大學IH

版社的成畏、大學出肢社立定位惡夢，並就是學術出版社草草展的可能性，所領

面對的諸多問題做綜值。台閣的大學出間社閣大學體制體談之關係哩，大學

團審官E賢訊服務與體制的轉化對大學山版社無非是場惡害。研究指出 項

「出版圖賓館J國「圖密館出版人」的存在可能 ，雖然其學直接陸的在。

二 、學備出版社擎與學術傅擒

對一直曲同性質工作、職業、目標單其它共同利益的人所備成立堇體

<Community) ， 不論稱為「社單Jl車「共同體J '都不難噩現其多層說由簡而繁

的生態搭機。從窗訊傳單的各車站關係止，我們常將作者、出版茗、圖書館

和讀者等四種類軍定位為所謂「賣訊社軍J Cinformation communityJ (垃三)

。拜電臨文書軟體制誼和個際個國興盛之臨，作者與出版事i 、出眼看興圓圈

醋、團省館與閱讀使用者立間，已形成7祖E交錯爾壇的角色，每 個角色

管局傳播過程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愈來宜多的學衡作者對於「能掌揖每一個

出版單圖J '則視為直追作品構思的一種延伸， JlIJ作的完聲衰撞已不再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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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內容所能滿足，更理想的是作者希望自己能象撞作品的出版形式與傳擂管

道。就革方面而言 ，出版者與祖祖館立的際困ø:位實軒的需* 、且該及使用

，產生T~密切之互輯關係 ， 不少團會館以建立數位化圖lIf輯聶電于文件計

，閱 (E ， text projectl 的形式 ， 搪負起.衛出版者與丈獻貴料庫製作者的鹽，蟹

。在另一方面 ， 讀者已然費為實訊的終端使用老，有能力且能方便地聶揮車

跟用所有里現的對訊。在此關係 F '不齒圍圈館或使用者，都品5頁品電于形

式的質料，付出設備和控術學習等方面的花費@實訊社會重說使用者的需束

， 作者缸閱讀使用者得到最終的昆同與回饋 ， 個超睡時空並可創作國生產

雄聾，實憐的新閱讀時代，也因此.lI!!矗而生。適些轉變對軍軍曲作者、出版岩

、圖書館聶賢訊傳播睡個峰、讀者所構成的學衛理攬共同需"'者尤為明顯 ，值

此開係也顧得極為由切 ， 而遭一切軍展值得一個關獨特的傳播族軍 「學

術出版社軍J (scholarly publishing community)之存在 ， 更突顯世學衛社矗

立外 。

學術悶的理論 、 軍車、解醋、實輯、 萬真實盟壘般的軍祖祖綜合 ，甜著學術

傳播 (scho\arly communicat ion ) 得以建立起學者間的溝通纜制 ， 也經由同

儕祉軍閥的E動與濾油 ， 叫撞成了解與個詣的揖升。師團一所示 ， 學街社噩

(Sc)團是實訊社軍裡的一祖單，學術傳播 (SC )乃為賢訊傳播珍貴的內福 a

學衛社軍 (Sc) 亦由一噩特定的軍盟 ， 包含 學街創作者 (蚓、學衛出版者

(P) 、學術圖書館 (LI 、 E賀老 (R) 所惰戚。由於電子出恆科扭的噩晨 ， 出版

漸為各軍體可涉入和掌蟬的活動。結合原屬:11樂出版者 (P )的出版括動與各

軍飽之吾與恤， L， R之1頁階都好) ， 形成的學衛出服吐量 (SPC)是造說學術

傳播 (SC) 的實際動力來盟軍。學術傳播的架I!I和過程正連漸地改壘中 ， 不同

性質的社軍 (Xc， Y c, 等)如同總動中的圍住盟，課刻地經營出具有屬性的

傳播軌軸，不斷的在傳遞與曹聾。

為7進一步7解學術出版社畫的真兢 ， 叫于時說苦干問題予叫擇對

←陣輛出版的*圖

學衛著作的標，但是獨創性、思想性、草書盟性與專業性的 。因而學術出版

的本質便是在追索週些揮重胞之餘，繪得.衡尊嚴與荷英價值的安臨。學衛出

版的本質也是對科學的原創性與智慧經隘的保存和傳播，出服單行是傳播的

手段也是目的 。 唯有通過出阻體行 ， 書作才得叫去開問世 ， 雨連成實訊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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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作者 P 出版社 L 圖Wtë R : 1J..ð 
s, 學衛社益 (Scholarly comm凶1ity )

5C 學術傅擋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Xc. Yc 其他祉車{the olher communities} 
XC, YC 其他傳絡 (the other communicationsl 
口S陀輛岫間(Scholarly Publi川 Com…

緒。學衛與實訊皆貴在傳播7可式的正確與迅速。

晨全而 ， 學術出版創作對於出版品的盲I且直 ( v is i bility ) 極為敏盛，可且E

包含了下列問題 正確的書自資料引註，以且讀者矗立大小，尤其屬於時地

域聶國擇性的盟者嚀。而就學衛傳掃而言 ，作者當最在聖自己作品的誼認同

與問儕間的直流 ， 事會由同間評閱 ( peer review)制度做為品質過睡的們睡 ，

進而得到尊榮闊的血直讀修正意見。罔聞審閱處理程序是一團學衡與3年樂期

刊品質控制之像制，主獻的審查工作在軒權保出服晶內容水準興圍值。然而

， 隨薯電子出版之時代圖軒'1>7睡拱各個專業社堇更為祖連的傳播與溝通

管道，也為7扭升網路費訊立品質與犧戚性 ， 網路化電子出版品審查對象問

題之浮現，學術電子期刊刷甘當其銜。扭過，優裕 l司儕評闊的電子期刊在

1990 年代前後顧著增加(益自) ，但電于化的審查方式的有其卒讀，其衍生間

臨但循 電于期刊作者與罔聞審閱之關係輿認個、審閱者之實訊倫理、傳統

與網路同儕審閱、新的同擠審閱模式11喝、間站上開放世間儕審隨之懷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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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弊等。傳統的同揖評隨在學術昇血來叫久，隨著賣訊時代學衡傳播的畸型

， 問題世令更為祖盤。學衡出版誼鹿為是大學出版社理所當然的職責 ， 大學

出版社需要有能力面對偉學街電子期刊 ， 讀額的單行管理問題。在許多單難

的處理事圈中，大學出版社本身之角色定位個何，時串串E到整個大學組織和

其後醋的學街出版運作問題。

ω大學出腫社之定位

當大學的存在角色倒乎在於培育一從具有特定繁聾的摘要肘子與工作者

，貝1)大學出版社的出現，前在於權有自主的學衡傳播角色，為還些人士提。走

出版服潰 ， 對一些可能采具商樂園值的大學研究成梨，于以保障發畏的自由

與體會，而免為商業性出版融的考E所犧牲。在學術出眼之星協陸本質哩 ，

大學出版社為學術出版與學術尊嚴學取合理的生存空間。

大學出服駐在大學內部的定位 ， 員1)關係薯出版社本身的攝制國運作型轍

。 般而騙 ， 龔國大學出版社擁有關大之*'閣市場 ， 以且所屬大學對學街出

服品所提拱的預算芷持 ， 絕非英聖地區 級商業出版社所能兢爭的。相對於

較多的整閣大學出版社仰幢大學本身之大量贊助，古老的牛津大學出版社草

其它大多數英國大學出版社貝IJ l;J.自負盈臨的企槃扭當模式為主(益Á) 。當酷

遭些企業化的大學出版社，也不排除接受大學的些許補助，但以非直接金輯

方面的協助，倒拉 出版社辦企地點的免費使用或低利租置等方式通醋。從

觀竅不難費現，即使間為英語系國家的大學出服祉，其乘務運作亦參所差異

。學問而言 ，大學I.B間社在撞得儡輯的建議質科後，會也大學所任命的學術

聲員會 (academic board for publishing ) 審輯出版條何與監督後饋的出版程

序，而遭些建議實料都來自相關學衛個域內同曹的審查聶榮﹒因為組攝文化

的不同，聲員們也許確實執行出版建議置之審議，曲也有可能直是形式上的

審臣 ， 而完全依闢緝輯專樂人員的評判。相匠的 ， 也有少數大學出版社緝輯

可以全構處理著作並決定出版方針。不論前述情揖個問 ， 有理想性的大學出

版社在理念上盟有兩項絕對的留如

l 具批判精神與學街良知食能

大學出版社固然對內負起鼓勵教學與研究立賀 ，但不聽輒扭形式草草人惰

。儘管有些大學自版社主摘lIf.經營可分成企贊和自費兩種出，管道， 77]算不

同立版觀率與著作權合作用阻等權利聶務，然而，即使盟定除了企費出版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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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單位之推廳外 ， 自費凶版亦讀其布的絢爛民系其它同個做學術世之Æ

宜與維醋 ， 聶干等祖較長形式上立屆繕 -15可由大學出版社為其制版，而非出

賀老即可成品大學出版祉立作者。理念是個此，但實行上的存在許多困難 ，

原因常在扭出臨祉主事者之認知】與任事風俗。出眠者必讀充7i明7出眼間仁

之聲作固然可喜，然而在語作品學術價f([尚未定奪前 ， 萬萬不可因循人情、

公器私用而妝書學衡之本質-i!i審慎以大學出阻社名矗出版那些為數師升等

目的而尊來韓素之作品。畫展覽大學出版社所紛醋的學衡直個與學街巨艦，不

容幢幢血與醜醋。第野蠻的累積乘車積利益，最大學IB服祉的智慧和輔神。

任由以大學出版社之名所出版之著作，其學衡世於出版後由2豐到語學科領坡

同儕立置疑和否定，則大學也服祉無龔自取其辱。

為了平衡f.酷的學衛團fi[和商業價值 ， 使大學自阪社不僅擁有學衛之隨

風 ， 同時也成為具有市場競爭能力與制葷的出服社。前者軍要措IYJ :í}正、 h值

戚和獨立的緝觸目E且會的聾作 後者則輯於專樂閣會l葷的緝輯置。大學出服

社必讀尊聘具有專樂組輯企圖能力之工作者 ， 還位組輯懂得出臨戚本與祖擠

， 明T學衛不可因聞樂而單飽。為Il:三役軍大學出臨社的能來鑽祖營 ， 以直揖

叫好不叫區的學術刊物 ， 清楚且合宜地閱單J\市場價值的大扭扭物契鹽，乃

是高度智體的繼宜立計。

2 非營利，隨營利的錄合

大學出版社是「試咽在最巨額的成本下 ， 以最少E印數的服本典最高的

價裕，來甜笛子一軍最負緒不起的人」的一團工作(拉夫)。大學出版社的百

揖可謂表露無迪。曲顱睡覺 ， 美國大學出服祉協會 (AAUP i在 1973 年年會

中 ， 針對尼克聶世間士敏扭扭軍備敵軍所導致大學預算的犬幅降低 - r)且大

學出版社之補助明顧安盟及之情瞥 ， 提出若干~I軍/1)確保最少圖器tB腫種

擻 ， 聾兒出恆非出臨最士必讀出版之圈 ， 萬非能奠定經揖基礎之宮。 (2)戮且。

(3)加強成本管理。 (4)檢閥割w管理暉峙即控甜初版間團長、提高定團、嚴格

適宜再版盤。 (51學跟外來對金胡明(註令)。在置些幫峙中 ， 當考量商樂化與

政府 (草岐方)補助，此三種出版進哩峙，傳統的大學出阪社對於本身的非間

，使性相當的執薯，往往堅持瞳能靠母做構立補助草其它飼款來完成大學出版

社的義務。然而，近艷年凍，吉德國大學w版祉正承受沉重的經濟壓力 ， 來自大

學的扭扭賢助平均不及營運預算的百持之十，迫使7大學出版社必讀自籌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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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t主八) 。 種種信仰興瑰寶的衡突 ， 真不加棵大學出版社醒量的困苦。

值得揮恩的是「非商業性J果真輿「非量和IIJ圖上等號?大學出版社的存在

價值在肚它有$116令一般荷英性的學衡出版社 ，自然木該以聞樂化而模糊了定

位。然而 ， 我們必規章識到 如說是-種斬商品 。 說智慧財產情而言 ， 如殼

的重要性不亞於任何其t的質產與勢力付曲。在此事實詔個下 ， 大學出版社

存在的價值與存在的可能體會，便在於多元化的經營個嶺的出眩 ' J;!且古建教

非督制與普刑之間的速思。鹽販合理的刺開以利事業的盤盤並木等世間樂化

的營利行為 ， 卻是'"英承饋的個墓，帶來開源與師扭曲非督和l毒草草的確2頁要

具備商樂頤醋。木論未來的大學出版攪制個向於極端保守的非營刑事乘車開

明的非量和IJ:{ì::樂經營模式，其間揖皆取決齡大學本身開國新潤蚵揮主動鹽和

能力，以及大學 11l版社與大學之驅直費理意兩者問之差距。 一所3失學詔定其大

學出版社在岐內組開功能興角色份由為何 9 大學出版社本身E個何自我期

許 9 週其間問題謀合藍藍高將有助於大學出1Ji.士的定位早日確立 ，加速讀展

的興睡。

大學出版社與學衡出恆的問揖何在。經費的鈕細加上原本學街密籍的冷

阱，大學出版社的出間品木再崗阻於純學衡的題材，轉而難且出版凡能啟迪

社會的作品。台闡家土禮賣軍蔡志思的{莊于觀) ，於 1992 年在盟國普林斯

幢大學出版社出版 E聾國最古老且末中斷扭暈過的約翰新軍管金斯大學出

版社 (創抽於 1878 年 ) ，亦在 1994 年以醫學?會議主題之 Stayillg D巾 A

Practical G削de to Bladder 白1ItrQl一毯，輯揖於一般商業性出版市場。還

些事實對台閹未來大學出血社立體廳廳暉具啟示作用。

三 、圖書館一一大學的版社之噩夢

誼學科本質而言 ， 圖書與其他各種實訊線體的處理是白宮且日常工作立童

心 ， 電子出版抖控之輩撞嘩監團毯，直與出版美關係更形密切。基於遭團體認

，出版界運作型態與圖書館功能主關係，便宜深刻地影醬醋且的工作型態祖

職責(註丸)。經自圖盟館來進行出版活動，其存在的價值與接會亦在扭積極

且多丑化的眶瞥， J;J& ~題敬If奮和l與普利之間的速息。團審極向來以非種聲1月l

鑽機主運作為主 ， 但是 ， 非智利並不等於免費聶不能鹽販合理利潤和戚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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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悍的抽點車許有些撞諷 ，卻是必然立耳聽貨。柚若圖彎曲賣訊服務事實自出版

的形吾先來畫壇 ， 則可能出現某種程度的聞樂擻制和需眾，為7睡付需攻，圖

書館則愈加顯得商樂化。團團事實命人聯想到大學出版社的置展。

大學出版社極制的瞳主與活盟與苦，往往聶昧著一個地區出版界且學術

捍生命活力之盛賽。事實的認姐的權曲此，然而，大學出版社聶顛倒的單位

在台團的大學校園內卻向凍為弱，今單位，即使成立大學出版社曾是學街出版

界盟的希望，也抽終團是 種呼聶，而無法設~.度的大學民極具體保怕與行

動。不容哥恕，台灣的大學出版社揖配不若國外大學出版社立揖換與歷史上

之成說，可是個究問題 ， 確也不難盟現現今國外大學出服社的單且也區區一

些輒顫。Scott Bennett 於 1994 年的文章中道出大學出版社的若干生存固攬

(位十) ，士中嗅到大學出版社在大學內一世渡的 Internet 出版風潮下 ，個乎

都茉能居掛主導地位 同時也祖大學內其它盟年團作的實訊相關部門，個

電算中心且圖書館所想峙。邁入 21 世紀的國外大學出版祉禮遇如此 ， 台灣

立情誼E何嘗不是 9 尤有甚者 ，在台團卻抽會等只有少數大學設有相當掛大學

出版社之單位，間盟有所倡搗毀祉，但畢竟尚未告盾，離者說團是聊備一格

的教務處出版組或印務組"主十一)。在台圍的大學出版社並未真正噩蟬應有

的目睦 ，也未曾罐貪地壘警醒有的地位與尊重 ， 阻醋的因黨員~!步，若干士獻

研究也顯示出問題所在(包十二) ，其中卻不外乎觀意、昌在揖、扭扭和3年黨能

力等四項因素。前三因繁決定了大學l封版社之組攝定位!liH展惰，其中尤以觀

意一團最為關鍵。觀:告:上的阻攝影書敵軍之制定決行，也難以換盟共議與意

願 而扭扭限制與臣費來擻IJI必影響了人員組甜、組織運作之依據、盟內預

算骨配和出版社攝制之屬性 (曲事藥單位之甚人組融化圖否)等，專業能力

制關係到儡輯出血單行等扭術層面之對應與開拓。

軍然圍內的大學出版社未醋幢主，大學團會館基於本身立基本醋，賢、時

代科扭，叫且磁會的創造等種種因繁下，對個輯與學衛的創造、保存維聾與

傳播更暉暉，實錄勞貴。還縷的大頂撞與使命醋，阻乎更品扭使圖密館的未被

扭扭一項可能，那就是它可能師生出一種新型的「出版圖曹館J (university 

press library ) 慨章，自圖書館適時地睡負起傳播與出版之職責 。 此輒愈不

開肚-般tJ服務對象為至于甜的各單圓圈館 (個 企共圖會醋、中小學圖書館

等) ;亦非屬「專鬥團續做」式的質科寅貴內容之圖分 (如 醫學圖聳醋、訟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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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咽2度 女，則報世興犬....艙 ，但衛自且要敵軍之其間團奧會與可能俊 25' 

圍置館等) • r出服圖書館」乃是一種形容用話 ， 歌曲車時下所稿「酷位圖書館J

詞黨一暉 ，在於對慨意的描述 ， tJ&對圖書館新功能和角色上的賦予。「出

服圖書館」在於強調圖書館服務明能與價值上取得新的詮陣地位 ， 積極肯定

圖書館在網路賀訊時代的角色扮樹 。

圖醬醋國犬學出版社結合的可能性 ，不抽提一些歷史事件來揖究 。 西完

1970 年代前佳 ， 開學位內之親聽教育單位與團省館聲合成圓圈館臨體中心

(schoo! !ibrary media center) ，曾經成為聾圖阻聽教育學界和團串館學蟬

的-'1í共同目標，圈圈輯學界明確整合了說盟與團團臨兩大專業領每夜 ， 並指

出新整合肢的國直館臨體中心內，所有的專業人且即所謂「團團，官媒體專家J

(schoo! library media special時間)腰間時權有親盟與圈圈館兩項專業的個誠

與能力(t主十五)。然而 ， 置項圖醬醋間蝶體說盟中心的整合 ， 過直接也確實遭

到來自費方闡峻的一些質疑，不同的專業理念夾雜在原眉不同運作攝制的單

獨個體中，產生7主觀昆同上的眸斥和角色醋實扮演上的胡適問題。今日團

團聞專業的聲晨 ，叫乎E循著歷史的軌掛而來 ， 不同的是大學出版社與圖書

館的結合7)應電子出版的寶島而生，它們是相互合作的關係'不論是維持在

大學出版社之運作聶代之以圖書館 ，它們都存在著共同的目標 與母揖帽，大

學之間追索相識生產、 保存與傳播 。

在早期，傳統的女學出版社對資料的保存與維撞課題幾乎是不相關的，

可是在網路主化哩，大學出血社為其擇有的電子士件且實料庫而不得木攝負

起維護與更新的工作時，大學山區社與該課題再也難脫離千醋 。 然而，置縷

的新時代角色曲直無異於圖書祖所肩負的職責，尤其當現代圖書館所強調的

實訊賢源立敢用 (access to i nformat i肌 肉曲urces ) 國網路化電子也跟晶的內

容利用無甚盟與時，國書館與實訊、傳播、出瓶三者的的際將愈來愈宙間 ，

卻也愈益曖昧。

閩、等>J<共閥的解決方~

在 1961 年， Marsh Jeanneret 於一篇社J 為 (The University as 

Publisher) 的士最挺到大學出版社立所以存在的許多必要性{位十四) • 30 多

年後的 1993 年， Greg Anderson 在名為 (Virtual Quality for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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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挖 歇會，電斜，回國﹒筒，但 第三司令萃， 第三周 (March 1姆"

Publishing) 的文章中亦器為在電子的個國軍攬捏， 大學語扭償網路化的電

子出版者角色 。他詳述了下列租車 「大學是學術實訊的盟動幢 大學是學

徹實訊的消費者，因此 ， 大學應該開拓網路單行與傳播的力量 ， 1;(便做播和

管理大學自己的實訊。 J(草十五}事實上， Anderson 並朱指明盟由何者來擔

負起軒世紀大學內網路費訊實體出版者的工作 ﹒聶哥傳統的觀章，一般都相

信 大學出版社應數量所思託。然而，還揖值設是否為最符合實訊咱家與現

實理哩，則應有待商榷與事實誼明。

事實上，連項價設做乎應該聶哥思索男 個問題大學是否能成品學衡

出版中心﹒對此問題，有人樂觀的認為個晶化電子出版時代下，傳觀的出版

社在緝輯、傳鑄興疏通的功能上，角色的量已顧薯地聶輕(草+六)。祖匠的

，參與美國 TULIP (The University Licensing Program) 電子主件計劃的

學備臘總則相信傳統的出服社的大有可為 ， 因為專業的出版緝輯人且、審查

輿盟揮等作業程序，的有著絕對的哩~。還壘暉~對出版品的晶質輯對有所

幫助(位十令)。一個 TULlP 計回車興者的瞎想 ， 傳輯的學衛出版樂者也同

擇對大學出版社單由大學揖且學衡出版的工作，頤木以為然。他們的理由是

大學出版社立出版專乘相識不旦、人事費用與出版晶緝即主出所費木質、

出版晶庫存興行曲曲峙的缺乏等，將捷增大學的固鹽和負抽。 般的學衡出

版樂者認為，與其成立大學出版社 ， 由不如錄取自大學 (草科系)主蝠 ， 某某

業界出IW祉印行，或以大學買賣書名聲由出版業界扭揖等客圖與合作主式，更

為可圖﹒

瞳曹傳統樂界的看法曲此 a 然而在網路化電子出版風潮之現實現嘴中，

大學出版社的權也顧得保守﹒現今美圓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所擁有的 的 多輯

學衛間刊中，世僅有一種電子式期刊 (即 The American Jounlal o[ Human 

Genetics) 。大學出版社在學衡傳播中的實際的量仍值得，餐廳。將來如何藍

各種不同學鬥立學街電子期刊 ， 骨折輝對出在大學、大學系所、大學出版社

、大學團審輯、學會誼商業出版社主晶體下，何看嘉興建宜出版學衡電子期

刊較多?誰鐘此問題將有助於7解與回答三項問題 大學能否成為學術出版

中心，大學在學衛傳婿轉型下的處理態度為何，以及大學山服社是否也存在

危懂。

我們相信，大學戚為學衡出臣中b是 個高於純粹只成立大學出版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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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大學銜販祉，‘大學國8. 學衛伽服駐軍乏真同...同可鑑鐘 認3

理想。理想的堅持見仁見智，但是，大學草，街本身有它的特殊租不可量化

的揖高價值目的 ， 個是事實。

←)他敵興創新

不蟑維持在大學出版社主運作單代之以圖書館 ，也不詣t維持著傳統出

版形式或電子出服形式，在到來的網路賣訊時代哩，它們都面臨書共同的問

題

l 商樂與學術價值之繼衡

2 市場主閱讀產品圖通路

3 醫科的保存與雄瞳

4 電子化質科輸出的宣件格式主選擇與應用

5 智產總之盟檔

在學衛出版的考量下 ， 上述前兩頃問題立解決 ， 個同前士研壘丑 ， 仍是

政權與傳統思考導向的問題，第三四兩團則屬相當軒興的監律與科控問題。

而最後項應眉，賣血敢策I'!!在律的揖範y. 說市場立產品與晶晶閱單而言，則

大學出版社或大學圖書館究竟能在學微傳播捏 ， 涉及~擇多置?便又是另一

須揖加以思蟬的問題。他們兩者間所車與立出版品種團 (個個 嚴*'其盟電

子形式之事宿、期刊、工具，等) .草學科屬性 (個曲人士草自然科學)多

少能反映出該地區學衡出版市場之生態結構 ， 而通臨之選取貝1)端輯出版品立

特性!以及個問括合或提升該地區向東的市場專樂行曲佳能。大學也版祉在

行胡某出版品時 ， 所僑輔之手段大致上扭扭曲商業出版第者之傲崖 ， 對外

，最i宜薯也跟社代軍車乘務代聾，也更注重直輯方式來介輯出服晶子圖書館和

學衡幢啊，(訟十八)。因此，在值醋、住衡與行敢上，有能力處理還些市場因

章看，方有具體的生存空間和必要的經營價值。其次，電子宜件檔案格式))，

決定個際網路上，電子出版晶儲存與輸出之形式要項，同時也關係薯電子出

版品攏過和闌珊教益 ﹒ 在大學的主導下 ， 醬面 華園的普林斯頓大學與盟絡

斯大學主導的人文電子主件計團 (CETH) ;以及英壘用國少數的大學出版祉

也已加入7電子女件建聾的行刑，個個 甜甜斯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串典的

人士祉會科學電子期刊建置計劃 (Project Muse) 、英國牛津大學出服社閣制

橋大學出版社共同加λ全國佐的多娛體期刊蠶蠱計劃 (Super]ournal ) 等。而

即使是任何電于期刊之;對脹，大學出服獻的得面對宜件擋車格式的遺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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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4 ....簣，再與國﹒館學 ，應三十玄學 費，豆JOII( Mareh 1約"

。電子宜件指軍絡式的選擇與應悶，實乃影曹電于出版品的外觀與揖通。置種

電子出版所獨有的問題 ， 過然不同於傳統出版之畫作版印刷與單行問題。置些

事實說明了 網路化電于 1.1，l版能替傳舵的紙本出版品利用，雖棋可行的解決

;可靠?也提棋7圖書賀科一種新的典藏軍揖。實訊的「蟬有j興「取用J兩大觀

念在遭些大學出版社電子出版品的產扭過程中 ， 亦可得到直好的興範與實踐

， 還並非圈111館所獨具之備利。

時代在改變. r虛擬大學J (virtual univ ersity ) 揖愈下的終身學習與遠距

教學已經是不可避免的暉~(包+丸) 。 盧攝大學惜的是學生與教師經由電子

山服蟬盟的扭阱，大學內的數學與研究得以通過網路遣距學習，而不請連連

距教學課程與研究的提拱者究竟是實體的傳統大學 迪是值為一個非營制攪

憎聶商藥性質的虛攝個站告司 。 因此，盛攝大學的欖意實現在網路化時代的

意義 ，將難免左右學術同儕 (單學生們)實訊敢用之芳式與聾宜。當大學出版

社也必罩在大學跤閩中配合讀展和維持一個虛線式環揖'依據置麼多的處攝

鹽型纜車 (倒抽 血揖大學、虛攝闡害，宮、虛擬教室等) .一所聶由網路出版

品棋手讀者而存在的「處擴大學出版社J. 遺囑觀意的延伸是否將與虛攝圖

館既有的概意產生吏疊?其間共同的架橋為何 9 伴隨薯虛擬圍曹甜概章的成

餌 ， 軒必挑戰大學出版社存在的價值。然而，在實盟共萃的認如下，大學基

於本身的傳靚睡覺簣，必3頁整合並制軒已掌握之實暉，思考合作或與之說摯的

可能性 . l;!謀共同解決立體會。

臼合作輿輯事

即將時入 2 1 仕紀的4年日，不聲令人盟、黨圖書館扮由出眼看 ( the library 

as publisher) 型軍角色西能的克要性與忍多的可能性。同樣地，使用「團省

館出版人J (J ib-publishing community)一詞就如同胃構的廣電人單傳統的出

版人之名稱-樣 ， 代表的只是-種工作簇堇特有的專樂身的認同與期待，

「圍曹館出版人」應該是軍具有主化與實訊樂聲 ， 且擇其企圖能力與媒體出

服專樂個體的圓圓當館員，他們同時也扭曲著聖宙人興興聶聶衛家的角色 ﹒ 當

圖書館事業遇到祖攝理念單體當噩展的固憨時.~j[;化的思考和今揖角的嘗

試可以突破許多現貨阻驗 ， 開餌，黨的生睡。唯一要緊守的好寸是必讀認清

所屬學抖的本質但非故步自封。

圈圈館專業的工作者可U做些什麼?里不可做些什麼?還立間有聲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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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網2巨 大學自版社與大學回aw 學衡mOi區軍之，要開"'.興可能性 路S

的模間空間與彈性。圖直館是不是最t教餘，時而舉辦著土甚活動。數木該是

博物館 ，埋頭收圖書所賣不貴的珍本 9 會木會是傳播臘梅， .亦著重傳統與軒

媒體等實訊實酷的做播與出版?還些展聘會因不同立圖書館類型國領導者 ，

而產生不同程度的昆阻，進而產生不同立作為與影醬。當體認到閉路費訊時

代中，因為采來的實訊仲介者(jnformation brokerl 串成立威脅，制圖置，館

且更無甚放棄總型成實訊仲介者的契俊那就是積僅與之兢亭 ， 本身的轉化

既是車，樂延續與再生。不要忘7團會館2獻身是一個「成畏的有幢幢J .此乃向

來為所有圖書臨員所熟悉的名詞 ， 圖書館是隨著時代而調整內晶的實訊揖體

典輯輿傳播幢惰。

大學圖會館並非要取代大學出版社而存在，扭曲同圖書館實質上不等許

出版社。大學出服駝的功能與價值 ， 也不因闡彎曲主主獻賀科廊，坐作與維護

的軍委能而壘否定。我們不樂見大學因為在現實有限貴源下所產生的眸擠車食用

，而幢性原本睡在大學校間內世間于職責並噩隊掛值的任何綾制，畢竟既有

的攝制各有其本國使命。團會館要不要份由出版社的角色，尤其在大學的酸

甜l裡 9 若承昆圖書館有因時代因單而語間予的出服功能，則圖書館所應該涉

入的禪淺程度，容盟有些事讀性，然而不該壘到忽略。車顧台灣的現狀，薯

，實告訴我們會體財產權的尊重、華立大出版市場的新l腎、傳前興電子出恆的

新閱團時代等時嘲下，台厲地區之大學出版社由仍為lI!læ<之一畫 ，衡諾大學

圓圈密館之轍，實與發展， J{lJ團會臨界更盟有「捨我其誰」之胸懷，以「圍I!I館

出版人J之抱負與單備來開拓專樂的未來。

f亟、結趟

個何閥割傳統大學出瓶，士的新生命，使之與大學團串輯同樣具有處理實

訊實體的明能 ，而睡不相lII!i肘，實乃大學醒曹智體立一大考艙。大學是j'j;教

育、研究和傳播 (出版)三合一的攝制，而對社會產生影聾的。品嘗之，大學

教育的三大主性力量鹿為優秀的師賢、值巨圖書館盟備服務'J;l&瞳壘的大

學出版社。 c)r大學的第三~力J 自許的大學出版社在具有傳播學衡與個識功

能的同時，亦應具有影種社會、啟迪思潮的教育功能，對大學母機槍更費有

權展其所屬理直:、特質和形象的企關功能。盟有任一觀點可足以描繪出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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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鞋的直維攝制 ﹒ 在為大學出眼社的運作提出事也背景的同時，希望能聶

此為圓圈館員國大學也眩社制宜 ， 控繁出一些貴的價值 ， 而遭些團111時但使

知I讀立學街傳播更為有妓益 。 透過對學術出版社噩揮入7解其價值與目的，

則位於網路費訊軍禮中的團盟國角色將更揖於明朗。大學出版社在學術傳播

歷史土，有其不可揖殺的地位 ， 今後何去何缸，則有輯學衛研究者與學術出

版社軍共同之揖力 ， 值此皆應思考個何在我們所屬的駐軍中扮軒角色。大學

出版社的主力能與團值，不因圈富酷的出版職能而壘償援，只是當衡量大學、

大學出服祉、大學團會館三者問之關保峙，會費現他們共矗立輔神陳給 細

聽之創造、傳播與保存維護。大學圖甚館賢訊服務與攝制的轉化對大學自版

社無非是團危鹽，同扭曲，樹種與居攘的大學出版社亦將是大學圖S餐館潛在

的對芋，然而 ，鹽幸的是危揖典轉懺竟是同樣的一件事情。

附註

室主- 英雙 ltJ服市場慣用 rgene叫 publishingJj或 rconsumer pu仙shingJ兩種開

彙來描述同 的「大默化圖書Iwn震」 。 它們摘的是包錯女學穎、傳記績和-切做為

般閱讀材料的小說與非小盟煩圈.'以及專門課題立liI遁 但以市場治轉向的各類

圖書當 ﹒ 因此，大思化圖書也服也可能包含T宗歐、科'I!煩、晉樂聲衛、兒童讀物等

等 ﹒ 而 rnon.general publishingJ ~歲 rnon-consumer publishingJ亦可iihrspecialist

publishing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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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網路化電子期刊 。 帶且 Edward M. Jennings,“EJoumal: An Acoou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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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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