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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rence proceedings are h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lant 已0' Sc i.T ech 

commllnlCatlOn esp削ally in highly dynamic and mult.disciplinary fi叫ds of 

knowledge_ How 10 8cCesS 10 conference proceedings hecom叫 mOre Im p<)rlanl 

for Libraries. Collects and analyzes dala aooul çonference literatl>re 的 \he field 

of library from L的""'"y and Jnformal;on 袋i"nCt! Ah.traa.. , L，b間'Y LiUralun:. 

~scribing them in year division. This study pres叫“ describing the Slale of 

ronference lileraWre situation in the very diverse conditions Ihal govern in 

10",,81ion d的semìnarion in the 1ibraries. This analysis shows the history . in f1 u 

個ce and val l1e <)f c<)nference papers and proceedi~研伺 rce for !ibrarians_ 

K~)....onI. 

Conference proceedings ; Conferenc但 literat l1 re ; Conference pape的 Gray

lileral l1 re 

前 言

在斜拉鹽動快速的4年日 ，會議提拱 悟空換資訊的絕佳管道 。 在會議中

人們可以得到最新謹、詳細的研究轍告 ， 且可以直接參與更廣盟的討論 並

聽到不同見解的鹽蝕 。 傳播迅速且具時效的會議主艦也因而成為科技研程中

也8



'" 
大量依輯且迫切需東的學術斬個傳播工具。本士就 μb，冶巾 alld l l/forma 

rioll sc助問 Abstracts (LlSA) , Library Lìterature 刊 L) r!-'1揉間會謹立獻的

摘要也有摘要部帥貝1)直接找出原主) 去除單純的會議記錯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 叫士獻檢說佳作一骨折揖究。

:;.:穹芳 自文獻分昕~，組.遇艾".，傳揭

二 、研究方法

本主1:.1- LlSA 、 LL lI，研究工具。J.;.J. confe rence proceeding (5) , confer 

ence literature, conference documem , conference m8terial , conference 

P'悍的， conference publications 等關健字進行檢涼 。 tJ LlSA J為酬 ， kw= 

conference proceedings 有4796 誓， kt =conference proceedings 有 395 喂

, kt=conference literature 有 27 笨 ，曲此進行儉黨並下戰列印備要單

晶目眾引，述一閱讀揭要進行簡單，共得有效相關士獻 1 1 3 罩。研體措要革

全士進行會直立獻在整個學術傳播上的演進過程做一揮析。

會議文獻血級年是象一d、q包~，今
-‘~ 
-一4乎」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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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員單交獻傅娟的歷史

有關會議實源的傳播'J<久以來多以期刊中的矗立、團l!!專論、會ilI鍍

刊載控術報告等~悍的型式出現，種樂的木耳常帶晶圈圈館祖大的困擾。但

甚少看人去7解實際的會議文獻傳播單膜的情誼。直到 1958 年癸國國家科

學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α'"'峙， Natio 叫 Research CounciI)舉

辦的科控賢訊國際會議中，自雷斯尼 (Felix Liebesny) 所提「遺失的實訊

未出版的會撞矗立J (Lost Publication: U叩ublished Conference Papers) 置

驚T圖書館及抖扭學界。士中調查四個美國學會 383 攝會議論宜。報告配計

出的有 48.5 %的聶士也有出版，而有出恆的部的的有三分之 盟委在期刊

上，其他則以為要方式出版。士中並蝶討會議主獻出服延誤的情扭 ，大的有

30% 014 聶)是在會講結束 12 個月內出版， 16% (63 攝 )於會後 13 到 24 個

月內山服 另外有 3% (1 4 捕)則在會後 25 至 36 個月內才出r.t<(草-)。還些

前計數字軍人正觀現l會議主i!1K色化的程度。

1 960 年大其專鬥圖書館 (ASLIB)的體聶與珍妮 ( C. W. Hanson and M 

j ， "田) 以至于衍統計7方式探討會讀出版延遲的原因，並歸結到主要在扭缺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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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的索引。他們依據 1956 至 1959 年間般錄在大英閻草書目(BNB)科控甜

的 205 攝會聾矗立作骨折，單現有 50% (103 捕)會讀聶士盟有任何*引、另

外有眾引的部分只有 25% 同時權者作者、主題索引 ;66%沒有作者需引，

59%且有主題索引。鍵森等認為一個會議苦少扭 25 個作者，缺少作者需引

還血有大礙，但盟有主題索引削木恰當，尤其大盟會唱主題黨引更不可缺

(垃二) " 1961 年恤們再次以 10 個會當 386 肅聶士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敵特

定英文語系期刊收錄描要索引的情誼。調查顯示 30% ( 117 攝)布誼揹要 1 其

中只有 20% (79 肅)是以會讀論主集井武誼續引，其他貝1)輔佐到其他刊物佳

盟誼其他學者寫評諭斟幢:t藍圖早 I(註三)。遺兩的士件將會議士獻傳播中索

引揖耍的問題提上台函。

會晶質酷的傳播因薯國際間的重視. 1959 年國際士獻研盟 (The In 

termationaI Federation fo r Docume訓， FID) 接空聯合函數科士組織

(UNESCO) 的醬缸研究會議論士與會議記錄的內容、影響興價值。其間以

龔國團軍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dence Foundation)等組攝為研究對象 ， 體

現 94% 的龔國專業科控學會每年召開會議 p 且都有出版品。以國際學會聯

盟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dati。的) 為對象曲直 1捕。 61 年 285 個會

讀至少會蓋有 14 種語士論主聾妾 ， 體現會講話士的多樣性。並以 1957 年召

開的國際礦物會直接的論宜作索引揖要研究，單現種各國且其相關專業領域描

引的賦祖非常不理想(師)。乃於 1962 '凹的年連續噩噩時篇矗立 ， 並綜

合調查結果樹國際主歐聯盟提出署名的 POINDRON 報告，提出 7 墮鹽醬

希望世界各國會議主辦單位喜考遵醋。其內容1> : (-è地盡可能在會前出版所有

誼宜，未能出版部好則揖因暉幫家提阱主士，仁j會議記錄值可能在一年內出

版，草草於傳播立場直接聶士能同時單表到期刊上。要"'聞際科學聯盟會員

讀保誼於會值一年內出版會讀記錄:可可申請補助。閉會議出版品出版聾II!!馬

上傳播出去，以前國際置自般錄.軍肅聶士也可以得到揹引，個時所有會麓

的完整行程盟成一個單一行，膺，個齡出版前通過管道擺棋會議出版賢訊，

俯在圈圈館聯合目錄上2月IJW圖書館會議出版品; (七~ml!l會議名稱、出版品以

及出版型態、騙自揖貝1)的標激化。

1揖4 、 1965 年的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s 51爆了會議傳播的大
連思。軍個叫章請專家聽集為期一週的對晶讀題，卻不出版會禮記聾盟會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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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目的是希望讀與會的綠告者與討論者能睡所欲言(祉Ji)。遺種特別型

式的會議讀學界相當置醋 ， 贊成與丘對軍區延續數年。時T正面且對的聲盟

，個且矗很(D凹的J. Grogan) 認為適種會議型態嚴單影嘗到l會讀賢訊的廣

盟傳播(垃六) ;另外有些學各自區向強調傳槽的重要性，並操討傳播的體能

，如其爾 (c. Alan M∞，， ) 認為黨引、摘要叫且學會期刊中的會議評論

(reviews of meetings ) 都是矗取會議質祖祖重要的傳播工具。冊個 Applied

Mechalliα Reviews(應悶儕階評論) 、 B叫'ogical Abstracts (生物學厲聲) 、

Chemical Abstra山(化學崗要) 、 A C.古 Chemical & Engilleerillg News( 化

學且工程訊且W&ASM且 Mechallical ElIgilleerÎ lIg (犧械工程)等期刊。

延緻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5 的反對聲祖。學者更暉入椏討個

何傳播，如何撞取會謹賢訊並探討會議論主榮的缺點個 ←)11\版過程延誤，

叫會講論文與其他出版品的重阻性， 目會議趙主也有適當的國自 1 個且有頗

值朋刊的審查制度，造成論士品質木齊等問題。德克森 (Eileen F. Dirksen) 

也談到學會可通過學會單行的期刊提拱開會前摘要結與會人士作含有îJl學備，

並且可拱A己參加者了解會議內容(位老)。

1970 年初焦點著重在會誦的觀鍵上。國際原子能垂且會在維也Bß舉行

的會謹中，由保矗 ( E. PauO 提出如何掌控眼于使自車站立的世樂與宙謹聶

士的企告貴訊。 1972 年彼特 (P. J. Short)調查預估全世界平均每年有一越多

個會講召阱，但有 25%祖有出版，造成科扭傳揖漏矢。他並介紹 系列追

蹤會議士獻的曲目工具。

1973 年開胎擇對有關會議記錄的圖目以且各種儡自盟則 (AACR 輿

CCC) 的比較。同年米聶斯 ( P. R. Mills ) 叫當時英國國家科挂圖書館

(National Lending Librar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個精 NI斗， 陸改

稱 BLLD ' BLDSC)所用醋的會議記錄為研究對象，對會講論文斃的出眼

者、出服型腫、會議學科主題上t~學、論士;長大小 (叫矗立篇，度參1J;"計算7句

話，不計頁數) 、有無眾引以且出版時間起草等加以骨折介紹(室主八) ，對會

議文獻議題作7 個非常完聾的綜翰立署。

1975 年世會議士獻的蝶討走向學科性、團軍化 。有叫雷射為主題蝶討

們會議記錯在監個主獻~Ji (document f1ow) 中的比重， ω如何分類會講

實料， 臼同主題在會議且期刊中單表數量比較，個會議主團夫在主題學科中所



*111芳 自艾歐分衡，魯說...文獻的傳攝 3<3 

佔的量等內容。 1976 年德國軍壘作最新會議主獻輔助會目，依主題進行搜集

35屆"。個歡白，並製成醋帶草種片 。同年 ，日本關抽間訂富集會議主酷的步

艙，但括←H央直種樂主題、範園， ω詳揖寫成相關會議， 目確定該會議是否

有出版品!國追蹤完整的會議曲目，因訂購，開建立範闕，並加以評量以期

刊文章與級告出現的情詞。

誼且會議主獻在3年鬥圖書館館聶政策的地位，雖不是最優先考盧踩踏實

料，卻是不可少的。 1978 年西米斯 (Lesle Symes)建議專鬥圖書館為相開會

萬輛主集中的單篇論士作揮盟章引 (in-depth indexing of individual papers) 

，並詳細介租一些會融文獻量參考工具個 Current Program, Bibliographic 

Guide to conference Publications, Index of confere nce Proceedings. Pro 

ceedings in Print , Directory of published Proceedin醉， ANSTEL- Li鈍。f

Conference Proceedings, Index 10 Scientific and Tec hnical Proceedings 。

同年，都魯(Betty Unruh) 詳述會議聶士來引賢料庫 (Conference Papers 

Index )的製作，忍為該賢料暉同步蟬拱全球理工會講士a獻E冒密B 目輿踩睛賢訊

P佇r:控f 。 闢劉欽佇歡揖也在同年薯必缸恥"咖叫e仰n叫t仙 a叫P
啊 一曹，在揖 1岫8 章介紹會讀 9 並鼓線暉酋讀禍息的工具喜，以丑巴出I服E的會

最論主集串考工具等音字加介甜。克倫 1M，門j. Culnan ) 也就全國電腦會讀lJí

E寰的聶士57為學衡與實作兩組賈料作士獻的引誼骨折。 1978 年可觀是會

禮描士研究上很豐收的一年。 1979 年開岫有人就圖會館服輯中會議主獻的

服輯且會議士獻的醫目控制做揖析。阿特金 (P. Atkin)特別說大英圖書館主

獻租借盟(BLDSC)揖購置集全球會直接文獻的程序。使用的車考工具省以及

所山版的會議記錄步提引 (I"dex of COllfere，回 Proceedi"gs) 作介紹。並討論

會讓文獻的重要性，儉祖國曹館在會議主甜甜方面的服務與I!l~撞制並揖出改

善建擒。他強調會議宜，世世樂的困難在於害自控制不完替。

的80 年白專門圖書館學會 (The Special Libraries Asso口 alion ) 舉辦

「科桂會議宜，性研討會J (The Workshop on Conference Li tera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討論←會議在賢訊傳播中的角色及其傳播管道，口會議出

版品的確認， 臼會議主獻的禮樂，個會議主獻的組目等議題。其論丈集成為

科技圖直酷且啞收會議士獻個融非常好的標增導覽。其後五年有接輩科誼會

講文獻的理論圈，實務，師團審館個何處理 IEEE 會議出版品的屆目問題 • 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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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鼠目後讀者使用的反應，蝶討會議士獻儡自所面臨的問題並以甜蜜E化學

會議議主作買賣盟研究。另有思考個何建立 個官7穹的聯合科誼會議實訊館醋

，個何建立會讀文獻儉素質科障。也有觸角謀人揖三世興國軍阿拉伯會議主

獻的種樂、傳播間蝠 ; tJ色列輯上研合會議士I!騙自質科醋。並有噩行

1979-1980 會議文獻的蠻臼丑 19制年衛生國學會5萬丈獻週目 。

1986 年 ACRL(AssQciation of College and R四earch Libraries ) 特別

扭置個聲且會 (Ad H前 Subcommittee on Designing a Conference Pro 

ceedings Sty[e Sheet)來研攝設計會議昌衛士艇的統一型式，其中站里會議主

獻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並fl-攝一個指引棋會議主獻出版者參考，以求改善串

目梭笑。並希望取得一致的共盟將收集會佳諭士報告作為圖串館基本的工作

(位九1; 同時介紹個何辨識 (verifying) 不品且要垠的會議立I!且其可用工具。

厲商 (Stephen A. Marine) 、布拉敏 (Frances A. Brahmj)也分別提出如何揖

融、聶榮會議貢獻的君法。

1987-1988 年許多國軍、不同學科籲敏相攪在是不同角度探討該議題。世

會議論士在科學校衡傳播土的角色、會議主獻的成星與價值 、自蝠牽費者的觀

點揮討科瞌會議文獻的出版，到比較會議索引、分析會議主獻的檢業問涵、

噎缺以旦被素的控巧、微薄甜何使用索引、摘要且實料庫、個何通過騙性質

料庫盟主題黨51去牌議會議主獻、會讀主軍史的組目問題與車間、個何使用會

議矗立斃的指引等。日本科學醫科中心(JICST: Japan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 echnology) 也著手調查自本 1 ， 112 個學術研究單位有關出

服會前質科且會扭聶士樂的情扭， u且是否有團自賀科uø走查抽、借閱等現

誼。其回收率高速 79.4 % (訟十)。隔年白人 Oaisa ku Shichi 提出會講宜，世的

噩噩性且辨識困難且費時且日士請且更士的間組等。男外，馬來回亞大學圍

圈館也介甜自 19但年間恤，每圖的會讀文獻吉拉 階段躍樂計圖，共圖榮、索

引丸。76 的會議請宜梨，共凹，α)()j寫聶士的工作惜現(t主十一)。大英團盛會官

主獻積借盟(BLDSC) 是股界最大的會聶士獻1l'<集中心，諭且該單位採闡置

換全世界會議士獻的程序與問題，且其使用的Z參考工具書。lIi間 IFP

Onstitut Francais Du Petrolel 也樺樹該單位胡同處理會萬寶料。希爾斯

Oonathan R.L. S目，，1 比較創犧 CPI 賢料庫 (Scientific Abstracts Confer 

ence Papers Index l 且 ASFA (Aquatîc Scienc的 and Fishereies Abstractsl 



A吭
于
南
、
呀

說

v
a
R
P
K

旬
，

F

乞
本

-EHKa 

來雪，會 的女獻分析Itil..文獻的傳遍 3<5 

所含葷的會萬丈獻主題封析。 IATUL Onternational Assodation of Tech 

nological University Libraries ) 討論斜拉圓圈軒在單展實訊服務時祖何在會

擅自會主集中置揮論文。 InterDok 企司介紹如何牌融、種集會講士獻 ; EI 工

區實訊中心也自 18但年起以儡輯會議主獻索引續要成為會議文獻的揖士，手

資料出版者 (secondary publisher) ，介紹 EI 所會藍的會議主組範團且其裕

式。方克 (Mark E. Funk )說生物醫學會議論立與期刊論文傲引證骨折，以

1978-1987 年中 32 本專題會講誼丈榮與 35 種期刊論文為主被祖誼引誼的情

形且其影窩。蜻果以 0.98 比 3甜的影皆宜誼賓期刊j數當誼使用，進而蟬討

會議昌衛士集很重要割不品為人使用的因5億(草十二)。還兩年在會車主獻的站

崗上可說是各芳爭鳴。

1989 年，聲特 ( Ellis Mounü圖7一本專曹探討〈會議文獻在科揖圖賓館

所掛菌的角色) ( The Role 01 COllJ告rence L間rature in :.祉 i-uch Libraries) 。

奧斯韋 (Robert H. Oseman) 也出版-I!I論且〈會讀丑講會議文獻的價值問

題) (臼nfel制ces and Their Literat盯住 A question of value) 。西德蝶討會

議主獻的各種出版型式，建讀瞳立會議文11標喝起書自以利曲曲。日人

Haruyu ki Ogawa 調查數學、物理、化學、化工、電子與電峻六個學科會議

主獻在各種工具靄中誼攝引的情形丑期刊論文引誼會讀文獻的情形。還些探

討的晶點更完聲也更深入 。

1990 年 ACRL 重申 1986 年會黨員告士樂觀 型式特別設置垂且會所強

調會議主獻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並希望讀指引 (guidelines ) 棋會錢主獻出版

者參考，曲藝會議儉舜，對會議文獻傳播有很大的貢獻。同步作一倡導航闢

董 (pilot survey)傑討有關會擴宜獻對圖串館及使用者的街擊，並比較在同

領跟中會議且期刊文章誼引麗的情誼。並自 1986- 1 989 年研擬出 個出

版會議全獻的指引棋也服者參考，以期盟會議立11作更佳的傳播('主十五)。

雖撞到朱印刷的會議主11單原本已缺乏豆，于出版管道、會目控制、早|鐘以且

檢察途哩的會議立獻使用問題更圖惡化 ， 並就其價缺點加叫評述。討論個阿

通過賀科廊儉索已出版的會讀文獻。雪峰革雷 (Dorothy McGarry) 揮間會護

士11臨國所面隘的幫瑣困難。即使福固正確，使用者依舊很難快到正確位置

，且緝回頭符合不問館務情形作調盤緝目，容品造成組自木一致惜現，並儉

說使用者行為與jjl索步竄作為聶固體言。同年實州州立大學也提出相同且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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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決定在分間上于以標單i化 。 酷聯盟展科扭賢訊系配，控立科學家的科學

會讀描寫告捐資料。

1991 年開抽有人蝶對阿以含有未出版的會議論文斃 ， 控究出主要酷自

於印刷IJ!費高，不符合成本教益，以及會議債IR題暫存在特性所造成，撞議圖

書聲館就其館址所在位置作地域性的會議士獻耳繭 ， 並加強館際合作與隨時提

供自頤訊息等方車(位十四)。印度抖控研究饒有量於該單位會議士獻館監團

宮 ，翎盟有檢森工具，尾聯合目錄 ， 乃聲託 INSDOC 使用 CDS/ISIS 系統骰

計研單貴料暉騙盟會讀聶士樂聯合自蟬的情缸。

1992 年 ，物理學界揖覽會議論文與期刊、尊容對物理學昇的影鹽，以

及會議聶士在期刊出現情祖對團省館揖輯時所造成的影置。揖唐、 (Kathryn

Payne) 以地質學國際會講矗立亨 1I量分析 kitation ana!ysis) 做山智步報告。

IFLA 期刊走訪 UNESCO 正在進行加強鹽販聞單中國家科怯生獻的計酬。

‘ 馬來西亞圖直館昇聶定一些圖書館專門做會議士獻的單樂與管理 ，寫士最傲

個總覽介紹。回來也展示科誼會議文獻騙自實料庫 (database of the cata 

書;~ logue of conference proceeding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的大網印度

~'~可 抖性研究民再次體出印度科拉圖毯，直使用 CDS/ISIS 電腦系航緝盟會議論

士樂目錄的祖輸棋全球參考。

1993 年第 59 屆 IFLA 會議主題是揮對個何蒐集第三世界國家的期刊與

會議士獻所面臨的問題 (Workshop on Access 10 Third World Journals 

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揮間有關南太平洋、南亞 、南非、奈且用l

l2J;!&中國大陸等地區期刊與會議員衛士樂因祖有使用 ISSN 棵高直醋、書目控

制的人力設備鈕傲，且盟有完整的銷售體制與揖1!!餌，所叫一盤期刊代理商

木大闢青旺發覺第三世界國家期刊的訂醋 ， 國際性索引描要服務也常常聶但他

們的存在 ， 以致第三世界國家與其它國間相互配失許多實訊。帖各 (L

Tagg)強調會議請土是聞樂賢訊中容品種忽略的實暉，分析會議論士所提棋

的實訊 ， 並介紹 12 個會議士獻的單集體擒。馬蟬斯(8. Martens)距究生物

科體會議所扮由科學傳播的角色﹒

1994 年揖三世界面直館期刊 ( Third World Libraries) 刊置揮自屆

IFLA 會讀揮間如何單身輕第三世界團軍的期刊與會E塵土獻的會議報告。同年

有日本醫學會議聶士樂質科館 (MCPJ)介紹， 額資料庫收錄 的90 年以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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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醫學會耳的書目 ' 的 9，7∞ 筆記錄(t主十五)。還堅實料有來自期刊、專串

且會議論文集的實訊。該士並介紹質料庫煞引的特色、t11肢的先暉且其質料

庫的追景 。 19闖一 1993 年抖盟會議主艦在期刊且會講中出版的主題骨折 ， 車

集持新 ( clus te r analysis) ll討抖挂會謂的重要性且其個先導向 生物斜拉會

講賢料的主組括槽量化骨折。

1993 年第 59 屆 IFLA 會謹揮討個何單線第三世興國家的期刊與會講文

獻研面臨的問題 ， 111評出自臣。再i1!融會講報告在學衛傳播上的地位，會議立

獻在物理期刊中出版的重要性，德國聯邦圖書館出版會講文獻聯合書目。馬

來屆亞大學會讀文獻血目控制，比較與自萊茵亞國軍圈也館會Ji士獻館藏軍

直率，只有 20 % '強調各輯依其特色作不同領域的醫目控制丑館臨盟軍
(t主十六 ) 0 IFLA 將如何單線第三世界國家的期刊閣會議立獻所面臨的問題

會講站立且出版成書，產生回聶哥評。

四、會議文獻傅捕事件剖析

缸會譯文獻E史的由道 ， 可以綜合歸納山幾個特點Ji髓，包括→各國揖

討會矗立獻的單醋 ， 仁j各學科揉討其會講文獻的撞騙 ， 日會矗立獻的角色、

曲終、儡圓、引置等問題，個會;盟主獻賣料庫的建立。

(-)，各國撫對直讀立酷的萬藏

從會講文獻傳揖的健史 ， 可以看到骨干鈔圈草非常致力E金會譯文獻的收集

。吳國的大英圖』館宜獻租借處 lBLDSC ) 是世捍個名的會講文獻收集中心

， 早在 1979 年 BLDSC 此有完整的揖購世集控昇會講文獻的程序、使用的

醫.Jj'工 Jl 1}1:)，且本身所出肢的 lndex of Conference P，ηceed川rgs介甜。法闡

IFP 、阿拉伯國宰割會講文獻的種艇、德國聯邦圖書館自版會議主獻聯合書

目 、 印E抖技圖耳聞蝠製會議論主賀科蟬且聯合目錄、 μ色列錄上聯合會溫

文獻緝目質科廊的單展、獻聯誼展科性資訊系統建立科學葷的科學會講輔寫

名稱賢料 ， 以且要關 ACRL 抖技部們擬定指引 (guidelines) 棋會議立獻出眠

者改善盡自檢5位參考，希望能矗會抽丈獻作更佳的傳婿。在在表現出各國對

會議士獻的重祖。

駕車走日本質展會講丈獻血存輿傳惜的歷史封建右，挂連 20 位年惱序椒，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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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暉劃執行令人恤服。

L 1976 年明訂出由!I!會議士獻的步艙 ， 但括(1)決定種樂主題、範圈，

(2)詳細考故相開會議; (3)確定該會議是否有出版品; (. )追蹤完整的會

議團圓 (5)訂醋; (6)建立範酬。並加以考盧以期刊丈景觀報告出現的

俯視。

2. 1987 年科學賀科中心調查 R本各學術研究單位所出版的會議主獻惰

扭，以且其串目賢輯出版狀扭。

3. 1988 年介紹會讀士獻的重要性及醫白質料的神論問題。

4. 1988 年介紹會議主獻省自賀科蟬議問題l;!&目主翻譯臨其宜的問

姐。

5. 1992 年科性會讀宜，由騙目實料庫 (Database of the Catalogue of 

Conference Proceedings in Science and Tedmology) 。

6. 1994 年醫學會講論文集貴料庫 (Database of Medic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in Japan: MCPJ ) 。

再看馬來西亞聯合國軍團寓，官與大學團會酷的力量 ， 合力i\!集會議主獻

，不到 10 年時間已具揖噢 。

1. 1988 年馬來西亞大學圍禽館介紹自 1984 年開抽的會ltI主艦第-階段

揖樂計酬 ， 共收錄 2，076 的會講聶士樂，共 20成沁 1聽說宜的股興、 7發

哥|工作。

2. 1992 年馬來西亞團甚館界會;護士獻的單榮與管理 。

3. 1995 年馬來西亞國家圖書館國馬來西亞大學會議文獻替自控制 。

周有 IFLA 致力於第三世界國幫會讀生獻的賠斃。盤上述資料可一現

各國對會矗立獻的重祖興建樹。

∞各國外學科探討其會I1宜獻的草種

我們也挂歷史圖進中，滑到2午多學界對會撞騙立在期刊出版的情誼很有

興趣。個物理學界以且主國瞥醒大學物理由團團館都曾骨折研究會議士獻在物

理期刊出版的情形。生物醫學會車站宜興期刊論文電要性的比重研究，生物

抖住會ltIf!料的主題桔情量化分析，地質學會議論士早1誼研究等。基本土較

岫向A: lt骨折研究。 1995 年的一篇{寫檢視台直接報告在學衛傳播上的地位)

也蝶討到會"'士獻與期刊間的關係 ， 並揖肘到此理象未來可能的走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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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會雖屬宜，區角色、體集、攝目 、 9億引互引盟問題

畏久叫熬一直有人探討會議論宜在科學瞌衡縛續上的角色 ， 在科盟圖

館所紛醋的角色 ， 它的成長與價值， 如何掉頭的問題 ， 出版型式的問魎等。

會議士獻是科性質訊傳播嚴重要的方式之一 ， 它的時空女性決定7它的價

值 。 因t比期刊立量更快速 、 直接 。 但在會議文獻的觀集上 ， 往往因它的不

定性 ， 造成圍!!I館很難訂預算 ， 更難完全會議召開實訊閣會陸實料 。 所以許

多士最先探析個何訂定揖輯程序。個 InterDok 企司且挂國 IFP 該如何牌融

、種集會議文獻。 EI 工程實訊中心訣 別 所當蓋的會黨主題範團及其格式 ﹒

IAT UL(l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chnological Uni versity Libraries) 
討論科桂圓串館在單展覽訊服務時個何在會議論主集中選擇抽宜 。 圍串館個

問且理 IEEE 的會讀出版品 。 個何通過資料雕像索已出版的會講文獻。大畏

圖書館士獻種借處mLDSC) 介紹該單位揖購單集全世屏會講士獻的程序與

問題 ， 且其使用的參考工具書。馬來西亞大學圖會館介甜馬國單樂、雪板引計

酬 。 葉國大專暨研究圍1II111l學會科扭部鬥該輪到朱印刷的會議3l:1!單原家巴

缺主巨肝出服管道、番自控制、哥 I Il!U&檢索途盟的會議文I!使用問題賈趨

惡化 ， 並研擬出一個w版會議士獻的指引供H1服者參考 ， 以期能讀會議宜獻

作更佳的傳播 ， 建議加強館際合作與隨時注意出版訊息等方囂。

會議士獻血於召開次數餌"且會單名稱不宜 ， 造成績目的軍珀困難，即

使緝目正種使用者依莒很難找到正確位置 。 且鼠目璽符合木同情形作輯盤驅

目，容品造成蝠固不一囂的情扭。賓州卅立大學建議在至少頸上子以揮擊化 ，

有些人連讀攝盟會議矗立集聯合目錄 。 有些檢說睛看使用行為步履且對參考

館且、讀者所造成的困撞叫做為會議士獻晶目建言。

專jJi會議主獻的困難可以通過正確的檢索彼時減到最小程度 。 收集會後

論文章技告是圖書館基本的工作。個向神識不品鹽販的會議宜獻且其可用工具

， 教導如何使用索引、摘要且實料暉，如何利用會議詣丈梨的指引、還過科

扭質科廊聶主題眾引去掉融會議士獻、分析會議士敞的檢眾間趙、 E是般以且

被索的挂巧等 ， 都是重要讀題 .

國實料庫的矗立

由各國對會議宜獻的處理 ， 酷現壘終都是叫賣料庫做為工具及解決的方

語 。 U色列線上聯合會講士獻蝠目賢料庫、印控抖拉圈iI&l INSDQC 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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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酷軒料性質訊系統科學會議賀科陣、日本科誼會讀士獻偏目質科廊以旦

日本醫學會講矗立1位置料到I (MCPj )等皆是。

五、結諭

會議立獻在學術研究過程中佔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由固以往常遇到的

科掉矗問題， ι陳引為要不閩 、不好用， 臼一些會議值有出眼品，岫會講論

主出服太晚造成取得困難、緝目繁瑣等困難。使許參圖書館且望立胡步，不

正視其重要性，叫致台圍有關遭方面的揖討聶事無鍵。綜觀閣外缸 1958 年

雷斯尼 (Felix Liebesny) 提出「遺失的實訊」置，應圖畫館且科盟學界，到 60

年代的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目引嫌會講傳播的大連思 。撞著國際

文獻聯盟著名的 PO INDRON 報告出站起引起國際間的重說，會;;Ji士獻山版

傳播已有完整的模型出現。加上 ACRL 研揖會車站土氣的航 -型式，提拱

激言 出版者指引改甚ilI自檢察，各國各學抖且商業性會;;Ji賀科./!Iì.相繼完成。事實

7琴、 上只要學控得當 ， 掌僅會讀文獻已不是因置。也許-般圓圓l!I館不軍區障制拉圖

書館鍛致力壯會議宜獻的虛榮，但當班<l有需求峙，桔于適當的賀訊，乃是

圍宙館責無旁貸的職宜。雖異性無主主插子實料 ， 至少馬上揖快結引 ，代J;且蜓

的是必要的。今日不在乎擁有多少揖醋 ， 只在乎可鹽1佼』多少即時有用的實訊

(access ove r ownership) ，正祖並掌控會讀文獻的傳播是有其必要性 ﹒ 尤其

網路世界的來臨單許多會講主獻通過網路恤速傳播，會講士獻已由灰色文獻

迺慚原自，白色化會議貴軒的7位控將是圈圈館服務讀者品質保證的一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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