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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謂合作館藏發展

館藏單展指但括協調遺書政罩、評估讀者及潛在讀者的需求、館藏使

用調查以及館藏淘tt等有關館藏單展的活動(且-) .古作館藏體展係指兩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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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兩個以上的闡自館 ， 經由館藏噩展協定責任主的分配，同意在一定範間

內，儘量購買聶蒐興高I撞得之資料，以但謹資源之共草里避兒童聞之祖!'I

{位二) . 古i乍館融體展的目的在

(-1/iI供使用者更廣廷的館藏及服務 。

(二提高使用者撞得資料的比例，

(五揖少單用資料的重僅購置或耳聾，

值班個日圖書館能提昇館藏的專門性，以巨映本館讀者的基本帶來

(五瀚著利用合作組織內各館的資顱 . fÆ圖盟關資源M克而不增加成本

( j1.:三) • 

三 、歐美國家的合作館藏發屁

要圖在古作館藏瞳展方面的彈力，連站於 1896年，芝加哥位共111書館

(Chicago Pub!ic Library ) 、約翰克瑞圖曹館(John Crerar Library)及紐伯利圖

‘代表 書館(Newbe叮 Libr叮)~n竟有古作探訪計宜，以分工的方式草草耳門學科
' 的資料(豆豆四 )~ 1940年， 三所固立圖曹館 國會圓型館、醫學團圓曹館、民

輩圖書館之蒐揖原則協定(拉.Ji) • 1 94 8年以佳 ， 立陸續推動法明教計盟

(Farnin gton Pl an ) 、拉T要關合作踩訪計矗 ( Latin American Cooperali ve 

Acquisitions Progr帥 ，簡稱LACAP) 、企共撞車480號(Public Law 喲 ，簡

稱 PL-480 ) 、全國踩訪暨福目計畫(National Program for Acqui sit ions and 

Cataloging ，簡稱 NPAC)、研究圖曹館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Libraries) 、

研究圖自館之合作館藏單展計直 館藏倒要 ( Research Libraries Group

ConspeC IUS) 、北美館藏書覽計直(North Ameri can ColJ ecti on In ventory 

Project ，簡稱 NCIP ) .前三項合作探訪計直因故停止，第四項費定T r國

際性踩鬧聲緬目計單 J ( Int e rnational Pro gram for Acqu is itions and 

Cataloging)的觀念(註π) .單五項為一成功的個曾關合作採訪能例﹒但真正

開始「合作館蔽體展」斬紀丑的是研究圖曹館( RLG )組織，該組織原由哥

倫比亞、咕帥、耶魯大學及紐約位共圖曹館組成，撞車由於史丹佛大學的

加λ ，迅速單展成「研究圖曹館資訊網J (Research Lì braries Information 

Nelwork) .更因「網要」的使出，使得「合作館藏體展J 的觀宜生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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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要閩、加傘大研究圖書館協會 11 7個會員館所曹勛的「北美館藏要覽計畫J

(祉七) • 

英國圖書館的館藏古作揖展制度和美國聶士的不同便是先有聲體性的

古作鞋展計噩，然磕促使各區攝圖書館陸圍地體展古作單lj'j(註八)。各區分

別成立「分科專賣計畫J (Subject Specia1izatîon Scheme)的古作踩訪肘直 ﹒

其次英國重視蒐藏本國出版品撞甚b全國外出版品，公共圖暫館的合作比研

究學術圖曹館盛行，古作館藏制度強調保存過去的自版品，並薔於利用各

館E相貫換掏改資料﹒要圓的合作館藏體展模式以區騙性專科分工為主，

但在 1 973年大英圖書館成立聾，有文獻服務中心(0個ument Supply Center) 

之設置，是盟中式的採訪模式，與各區性模式並行之。

德國圖自館的館藏合作計車頭似華園，通常以學南亞研究性的責料收

里有密切的關{乖，但車站的體展方式有別於華、英兩國，團中央式的全國

合作館藏鞋展(訟九)。

三、 亞洲的合作館藏發屁

日本圍擅自宮的古作館藏單展計直主要是由主部省所主導進行﹒ 1980年

成立「科學資訊系統團軍中心J '接供期刊旦有關窗訊服務 ﹒此種由政府主

導的古作肯式可說是最有殼的合作方式，政單統一，做睡一致，明確λ力

經費支援，成的學較高(註十}﹒

軍三世界的菲律賓、印度、新加壩、島東西亞、華園在 1 979年遮立7東

南亞地區國軍圖書館和文獻中心聯盟，開展國際圖書館間的古作(包-j--) • 

中國大陸國務院於 1957年 10月 21 日企布「全國圖告館協調古草J '確

定在國普院科學規軍香且會(即現在的國軍科書) ，下設圖曹小組，領導航

聶全國各頓型圖書館的協作協調工作﹒全國各省市有中-L:圖書館垂員會，

推展組織圖書館的協作活動，但是「十年勘亂J 使得協作活動被迫中斷，

直到 1980年 1 2月，湖南省高等學校中ι圖書館香且會成立，為中國大陸第

一個省高校圖書館協作機構，不久就有全國高等學校圖書館工作聲員會、

中國國讀院校圖書館協會和農輯、冶金、蟬炭、紡織、機械、水電、財棍

等系統圖書館的協作慎構相繼成立，促進7圖曹館草草的迅速讀展﹒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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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為加強醫學院校圖書館的現代化控設 ， 並成立衛生部醫學圖書情報工作

領導小組 ，鹽1閉目草草制定「全國國學圖書館貢獻賣源共軍實施nlllJ 早日

『全國留要衛生系統驕傲網緝計.J' 擾建立國軍留學圖書館(即團軍中心

館卜衛生部屬院校圖曹館(大行敵區中心館) 、省市協作留學圖曹館(當中

心個)組成的三級網路(i主十二l&解放軍醫學系統、喝摸院校和科研機構圖

書館 ﹒

四 、 我圓圓白鶴界的合作模式

扭國圖書館押在賀科a;anl:借閱方面的館際古作巴行之有年 ， 在告作

館載體展方面卻未見具體計畫 . Jj!圓 78年2月8行『全國圖書館會議J 會

建議設置圖書館再賣計單單位 'U血恩圖益，審慎研究圖曹館單單的聲個

合作單展，以間簡λ力直物力，期使團團賀科立統合運用，適官學衛草地

方的需要 ﹒ 融胃部有單於此 ， 乃於 78年 11 月成立 「教育部圖書館車疊疊員

會J '直請國暫關學哥華和學者、體育行政主管直面曹關押代表唔，共同規

直全國圖書館事罩之興草草宜(ü十.<.) • 'I!員會成立以暉，執行7許多研究

計宜 ， 其'1> 84年 1 2月並完成「推動全國圖書館館藏單廣計畫J '王揖1II丑

真真要拉授盟述講祖國合作館醋寶康可採下列合作模式(且+叫 ﹒

Hlf!衛E研究..館的吉作揖式

1 各大學及研究圓圓瞥甜可依其性質，研!T各類科館藏的耳聾重點 ﹒

2 理想慢式可候讀圓的區壩性圖書館分工、 骨科方式，加強各館認定

的專科館藏，並以前識分級辦法，罐定各館的專賣範圍 ﹒ 此慎武適合收藏

國外出版的圖書 ﹒

3 另一模式可的日本建立團軍外文期刊中心 、補助鹽所大學成立 「外

國期刊寄存圖告個」分工雌現並建立完整的耳科館藏之實際作挂 ﹒

亡國軍E公共..館、文化中心對文化牲賣料的古作模式

可敦法昌禮英法國軍圖書館及其國企共圖書館合作收單某一作軍完聾作

品的做法盟各地方具代觀性的賀科 ﹒

近年來由於國際鈕，不景囂的a;w ， 祖國實施經實實縮、政府再迪等

政暉，連帶的影，到體科宜的預算攝制 ， 過吾國內綜告熹抖固立大學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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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預算每年少~IJ千萬，多者甚至超過睡元，不足為奇 ﹒ 但最近在多次

會議中，國立大學院校圖書館館畏因為圖書資料預算刪喊，造成圖書期刊

資料購置經費不足，頻頻呼儡館際合作，資源共軍﹒因此，民國 87年 II

月，在政治大學舉辦的「八十七學年度企私立大學院校圖書館館民聯席會

議暨期刊古作館藏體展實務研討會J .會中分別由台大、政大、清華&9'大

圖曹館同仁針對期刊評盟、告作採訪直至參考資料庫聾合的問題揉討﹒ 87年

12 月 r全國技專圖書館館際合作計畫」開抽執行之 ﹒由國科會科賞中心

主導的「全國數位圖書館責轉共草聯盟 J .目前 E l sevier Elec tro nic 

Subscription一EES 、 Academic 昕巴地s-IDEAL 、科技網路、 STICNET 、專利、

OCLC- Fi rstSearch 、 Swetsnet 、 EBSCOHost及其他個別喜耳s資料庫的資師

共車輛哩。個λ以為全國暨已有科技Eλ丈館際古作協會在全國推動館際

古作之工作，團軍圖書館的「連距圖盟服務系統J & r全國圖書賣訊網路」
( Nalional Bibliographic Infonnation Nelwo成 NBINel )的推出，更增強館際合

作的功能，各類型的藏多毆已加λ會日，噩糟的幅且不大，通訊技繭的進

步E網際網路的普及化，拉近7紹興飽問的距離，各古作單位應共撐船何

有扭扭展古作館藏及善用圍內已有資源，並共同協進推動古作館藏撞展，

期使各專科主緝的館藏更完善﹒

五、我國醫學圖書館界的努力

祖國留學圓白館界. 76年有轉設「國軍生物留學資訊中心J (National 

8iomedical Inforrnalion Resources Cenler)的計宜，佳國人員異動及經費等問

題，未有具體結果。留學圖暫館界過去合作協助參與的計直有「全國留學

期刊聯古目錄」、「醫院圖盟館標準及評握最草案J 、「噩膺地區醫學圖暫

館統計」、「聾陣地區醫學圖書館期刊聯合目錄暨館際合作系統」及 87年

11 月由中國圖曹簡單會下留學圓圈館垂且會，由張揖揖女士召鹽醬員會館

古作制定的「噩輯地區留學圖書館照刊古作館藏鞋展協定(第車lJ﹒張盤錄

女士認為聾陣地區醫學圖自筒，末班應有 個類似;要團團軍醫學圍型臨的

團立組撿來統轉直聲音以下幾項工作(包十五) 0 

(可趟調各醫學圖l!l館合作建立「全國留學圖盟館期刊聯古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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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協調各留學圖書館合作建立全國「醫學研究壘考賀科庫之實頓共軍

中心J ﹒

(三澳各留學圖書館合作建立「全國留學圖書館電干期刊全文資2盟共草

中心J ﹒

徊。隨立全國留學圖書館合作推廣服務中心﹒

(巫屆學圖書館員的教育與訓輔﹒

。代鼓勵出版興研究﹒

(包盯立全國醫學圖書館賀科處理之標單化及相關統計 ﹒

切准立盧儷實境(virtual-rc:al i ty )醫學體育媒體中心﹒

(h)害與國際組織及學會﹒

上述(-)(二)個耳目提到有關期刊丑事考賣料庫的實單共孽，在令日各圖書

館面臨經費耐械、期刊及資料庫價格高額的時期，確有其品、要性﹒要國研

究圖書館協會的調直指出監曹古作館藏瞳展的因署有以下幾艷(當十六} ﹒

t 治作者之「融句溝通問圓﹒

(二輝質的個制﹒

(主牌法實質幢蕾該資源。

個融芝比較的架構和惜威的館藏醫展﹒

(fiW滿意古作的結果 ﹒

期刊與資料庫的古作館藏體民所掌酷的經費、溝通鷗調、行政、使用

橋等問題，草草體犬，所需費敲的問題較多，暉由團軍級的單位統囂興圍

內外廠聶以 National license或 Consortium license的方式協議取得使用槽，各

頭型圖書館再依使用次數多算快定加λ會質等級，應是較有利的方式﹒許

麗娟女士認為網際網路的出現並不能解決古作館藏成功與否存在已久的問

題 .m至少它能讓輯們重新思考古作館藏的意義以直合作的管道與方構，

並認為可世期刊、資料庫丑網路資辦古{宇間藏體展軍探討(位十的﹒此外，

陳昭母女士認為館際合作是圖莒館界的特色，賣輯分草壘圖書館的服務理

意﹒在資訊充斥的現代，此一工作更形重要﹒而其中又以合作收單免費的

網路資源最為迫切，吾吾校可以自己的學科畢展研單為基髓，按照分顯賽車

其他合理的分配方式(如科系名稱) 。分別岫揖資訊，並負費組織、核對連

箱的正確性，同時合作之前也暉深λ討論各額資源在主題、資料頓型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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岫到什麼層友，實料在網路上以何種方式呈現 ，以及是否暉儲存 份在艙

內等(註十八) .個人認為圖書館合作網路的建立，網際網路的曹丑化 ， 都增

加7各館合作館藏瞳展綱踏實諒的可能性 ， 網路費額的合作館藏體展可以

分為兩個不同的層次(包十九h

(-洛個圖書館建立屬於自己特色的電子賣料，彼此不重種 ﹒

(二篇古多個圖書館的力量古作建立賀科庫。

以下蒐聾幾個網際網路土的留學網踏實報告作揖展棋式，供甜留學圖

書館書考。

六、 歐美醫學網路資源合作單畫展模式

( 結古書包同無型..館力量合作建立賀科圖

]，HeahhWeb (網址 : IlheaJthweb.orgl)(ft二村

(1)簡史該計畫胎於 1時4年，為要國醫學圖書館的全國網路(Nat ional

Nework of Libraries of Medicine-NN/LM)單三區大中西部地區( Greater

Midwest Region)健康科學圖書館與攪構合作聲員會 ( Committee for 

lnSlitutional Cooperation-CIC)的輸際合作計畫 ﹒ 截至 1 998年6月參加的圖書

館超過 20所﹒該計聾的讀嵐目標扇。「在懷構古作要員會(CIC)合作圖書

館服務的健康科學圖曹飽飽圖將會告作體展一個共同之介面，能提快經過

整理及評估的非曹利性、健康科學相閥、網際網路可直尊的賀ißi ﹒道些資

軒但括目前可鹽悍的資辦和自其他合作館共同古作閱單的新貿關﹒共同瞳

顧之介面將會監古教育的責訊，使用者可經由一個網站進λ學習與他們學

科姻關的技能盈利用賣料. J 

本計lIIE規直的健康科學類則，至 1998年6月，有 76穎，其中巴體展

的有 61 頓 ， 詳細頓目請見附錄，或可直至全球資訊網 hltp :llhealthweb 

orglsubjABC ，html查鼻﹒盟個合作計直的單展流程由聯輯(communicalion) 、

內容(由ntent) 、設計(design ) 、團宣(planning )和技衛(t師hnical )五個工作小

組來監督 ﹒ 1十盟中將健康科學學門分為各自團立的領域 ，每一個 CIC的古

作館被選各館最專畏;;J(計畫成為特色的領攝﹒各古作圖書館針對每一挑眉

之主胞，執行以下四項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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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經由網際網路辨識、蒐單相關的責源-

b 依據 HealthWeb指導壘且會制定的標準，成立一個學科專車的編輯

香員會，東評估所耳聾的資峙。

c 級自 CIC H阻IthWeb整理直挺快宜再賣盟軍的管道，加λ桂釋說明。

d 興能辨識潛在窗源的主要提供者建立聯曹1萬通管道，使新的資甜可

通過網際網路撞槽，並與資源的提供者同心協力共同維護&.更新資

料。

HealthWeb訂有網路賀草原選擇之方法及指南，前至參考下列網址﹒

healthweb.O唱Iguidelîne s.html

CIC HealthWeb館用一個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方式，提供查尋健服科學

資源。指導方針由各學科工作同仁的間識、資源評估、介面的設計丑圍特

的實盟軍車專管道東決定﹒雖然 CIC HealwhWeb 合作計宜的原意是希望能滿

足 CIC合作聯盟學校不同學科讀者的需章，任何人皆可經由網際網路直尋

到CIC Health Source .此計直對全世界的健服科學世聾λ具而言，都非常

tT吟 具有價值﹒合作成員已制定個計宜，同時已開始進行噴噴分析，但括文

獻分析、需求評估、各館目前活動描述、網際網路上無似計畫分析，先期

討論已決定完成計直所需經費﹒可能經費彈源既已確認，同時對預定目標

來源進行聯組﹒ CIC HealthWeb合作組針對各館特畏的學科進行討論 ， 並詳

細說明各學科闇始進行工作的流程。流程包會訂定評估賞梅的標單、週擇

一個雛型及建立出版品的鏡皓﹒每一館針對各館特長的學抖，研識里蒐

哥，並整理病蛤資源﹒工作小組必須使定 HealthWeb是一個盟中式聶分散式

的系統、設備的取得直是否鳳用一名系統管理者﹒整個計直;Q:，頭有一個聯

絡溝通的計聾，但吉 HealthWeb在軍校園草綱際網路土的宜悔，計宜的展

示品草出版品，或在某些學科特定的媒體﹒評估 HealthWeb計噩的機制還必

旦國建立。

CIC HealthWeb各古作館晶質的主題、撞展情形里進臣也可由下述網址

得姐 http ://healthweb.orw 咕!status開97.html ﹒

內容工作小組將 Health\\o油的單展當作一個館藏瞳展的活動車進行。

聲員會的聲且設計館藏瞳展的標誰來評估C IC網路的潛在資頓，潛在

賀輛坦括當地加λ的賞梅"& HealthWeb中的網際網路直觀﹒垂且會特別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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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被扭 留學11.111網路簣，原合作，啊，最畫畫展 '" 
的問題如下。

a 瀏覽者或使用者族群誰是主要服務對Ii!l?儲藏任務?

b 內容及範圓的標司直是否適古觀單。當地或連綿的賣輝是否有不同收

λ標准?賀科正確性(醫學評審疊且會) ? 

c 當地直觀是百明定收λ纜範?

(2) HealthWeb殼益(註二一)

a.HealthWeb提供健康科學一個進λ體質網路賣源的起動﹒

b. HealthWI曲的設置與推廣，但進CIC的學校與其他健康科學專車λ

民進 步7僻的機會，使用者可還過網路巨鹽幫家，由網路使用產

生的數續也可7解使用率，同時可作為健康科學專華人員教育閉關

以及會議展示之用﹒

c強化館員在校圍之形象，並與他校館員建立新的關暉，同時分軍網

路賀盟軍與曹長 ﹒

d.HealthWI曲便樽館且能將古作蒐盟及體理網路資源節省的時間，辦

理讀者利用軸育訓蟬 ﹒

e.HealthWeb的設置 ，不i且對圖書館及健康科學界有利，對CIC每一

校區而言 ，凡臺參與H間hhWeb的知名館良，經常成為校園教師徵才

時諮詢的對象，更是抽料未及 ﹒ 有7第一!J;接團撞，有些簡且就有

機會種單至果會議解說 HeahhW.時 ，之佳時以吾與全州健康科學哥

華人員的會議，並成為研究計噩申請軍的賀訊成員，因而撞得維

護網頁的經費 ﹒

f.H且lthWeb另一正向結果是造就7參與計聾的館員的深賣會情誼 ﹒

g. HealthWeb也提供7一個機會給各壘參與單位 ， 將他們人11 、物力的

資辦撞到聶高致益 ﹒

(3) HealthWeb未東方向

未來將重點著重在維護 、更新 擴大耳藏主題範圍 ﹒下一路段計置可

能會耳聾較多的出版晶原件，相關工作小姐正尋求贊助鹽個計噩噩各個圖

書館的經費東盟軍﹒技情工作小組λ且關時挂盡最新科益的瞳展，以使

H，叫 thWeb對使用吉亞蓋參與耳聾工作人員隨時保持最佳產品形盈﹒既然體認

到網際網路是健康科學圖書館的共同體展之時 ， 壘參與設置 HealthWeb的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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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能為健康科學單單λ且將輛幫助能增強，並增加網路資源 -

2.BioSites(網址 http://wwy肌Iibrary.ucsf.edu/bi osit目)(社二~)

(1 )簡史:別。Sil目肚 1 997年 1 月正式在華國加州大學柏克軍分校的輛席

會議讀表 ﹒ 1995 年，美國全國圖書館網路霸 7 區太平禪西南區 Pac i fic

SOUlhwest Region of the National Network of Libraries of Medicine, PSRMLJ 

NNLM的關且為尋求共同古作草草網路賣濁的方法，相繼在 us San 

Francisco.& UC lrv i闖關7兩社會議，討自省古作計宜的可行性及最佳古作模

式 o HeailhWeb以及其他網站皆被列為參考瞋式 ﹒ 一個較彈性的作法在當時

看來較恰當，參加的圖直館較能自由的將實觀1>11λ自己的網站 ﹒ 兩次會議

的結果但成的RML合作網踏實聶衛藏糧農工作小組$ 1995年 12月成立 ﹒

工作小組且實體農貿輯圖書館軍7區的研識網路古作方法，以提供網路賀觀

供所有的健康科學圖書館使用 ﹒ 工作小組的成品會是個λ力資觀古作分

草系統，最終產品對軍7區的醫院和健康科學圖曹館而言非常有利用個個 ﹒

工作小組決定採用一個單中式的館藏糧農輔助工具或直換所，較便於監督

管理 ﹒ 區域內吾吾與古作的健康科學圖書館，分別分蟬選擇丑敘述高品質網

路賀濁的工作 。 建立系統的工作齡最展闕，之t是命名為 8ioSites ﹒ ßioSites

的設計重點是使自主查尋 ﹒ Bio$iles是一個實磁性的系統，程式處理時間主要

自 UCSF捐助，因此工作小組認為維持 BioSites的簡單化是非常重要的 

BioS i間是一個館藏合作糧展的輔助工具 ﹒ 它設計的主要目的不是作為槽威

性的生物留學網踏實輛車中目錄. BioSit自採閉 系列聞單而功能強的CGU

PERL程式以及車費的 SWISH直尋輸索工具 ﹒

(2)網路賀頓評估 BioSit間是一個選擇性蒐車生物醫學相關網路面源的

盧儷目錄，並由區棋?的賣源圖書館館員所撰窩的商品自網路賀源評註性說

明 。 館且可利用 B ioSiles軍按每網路賣觀加在各館的盧儷館藏內。間。Siles

對某些想要攘大各館網路館曦的館員來說，所扮演的功能就有如館藏單展

的資觀﹒網踏實觀位以下標畫展評估(位二三) : 

a 觀園

(8艙康科學與相制學科電子賣源，及對健康科學圖書館讀者有用

的一般性壘，有工具書&0用程式﹒

(b演源須能主極研究、數學和滿足捕恩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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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網絡資源應包含各個領墟，凡本標史學所峰列的類，從主題相同

的到整個網站都應收λ ﹒

{dB主導責蟬的工具但吉www 、 gopher 、 ftp 、 Telnel 、 news和

mailing lîsls . 
b 內容品質

{a演l!íá句週揮應有特色或連結至商品質的資訊 

h演研絢構實單位能經眉研識 ﹒

{c潰I!í應包舍生物醫學界或相關學界幢威性商品質東觀 ﹒

{d牆威性商品質東海包括可信賴的出版者、學會、政府機構 ， 且

健康科學界個名專疊人士﹒

已的能及使用的便利性

{a演I!íM;顯示商品質及設計，再良 。

{b海一資源曙有良好功能性、去用程式及特殊性 ﹒

{dl!主要使用對象而言應便齡利用 ﹒

{d膺激曜但當製作日期、最近更斬日期、更新過期 

d 公用程式

(aJi窗源對健康科學圖書館的首要使用對矗而言要能顯示實用性 ﹒

(bn賣源所能蟬供的功能及企用程式 ﹒

e 種定性﹒直觀應定期直輯是否有殼 。

t新穎性 般而言 ，賀激I!但當最新穎的資訊， 每 個網路賀盟軍應

指出持續雄撞資訊斬穎性的決心 ﹒

(3)顯 ~II&內容﹒ BioS iles的網路資源分為 76穎，詳個類別請見附錄，

並司在下列網址直到hllp:J/galen. l î brary. ucs r.edu/biosi les/bî nflopîcs.pl ，大類

下再值26個英文字母序列，軍個網路賀盟軍再列出主題、名稱、 gl)姑λ 、網

址、資I!í提供者、評註、查尋途徑、留學標題、出版日期、 I SBN 或

ISSN 、更斬頻率、建議人、建議日期等 ﹒

立結合不同組型..館力量合作建立責料庫

I.H IRN (網址。 www.uic.edu/deplsllî bJservîcesl]問鬧的im! )

(1 )簡直。 1990年，要國伊利諾卅立大學芝加哥分校健康科學圖書館

(The University of lIIinois at Chicago Library of the H間lth Scienc間. UIC L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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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胎一項以現代資訊技楠、博統圖書管理方法及促進健康科學圖書館軍車

λ且合作為導向的前導研究計置，健康賣訊參考苦鞠網( Health Informalion 

Referral Netw。忱。 HIRN ) .第一2次會議於 199 1 年 12 月舉行，量參加的圖書館

有美國醫院學會(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 ion ) 、美國留學會 ( American 

M吋叫 Assoc叫他0 ) 、芝加哥甘共圖書館(The Chicago Public Libr呵 ) 、茵

北大學(Nonhw曰lem University ) 、最斯大學(Rush University ) 、芝加哥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Ch間go) 、伊利諾州立大學芝加哥及洛克福特(Rockford )

分校健康科學圈圈館及伊利諾州立大學聾物資訊中心( The U1C Drug 

Infonnation Cenler)等9個會且圖書館 ﹒第一個HIRN賣料庫版本是以d-base

111 軟體劉作，雖無該版本經過會員館評估為具有使用價值，但因使用流程

祖雄，直早有限制，因此，沒有任何會且館採用，直到 1 996年 3 月，會員

簡通過了 HIRN最後一版的問嘩格rt ll. HIRN惜威檔的棋式及建立網際網路

網站的提囂。自 1991 年至 1997 年，本Z十直共銀行7 1;'.會議，會員館由 9個

t曾為 1 9個，其中 53%束自學插圖E館， 27%束自尊揖學會團體，東自政府

機構、醫學圖曹館、公共圖書館 ， 與其他額型機構者各佔5% ﹒

(2)內容 HIRN網站升為簡介、 H IRN標準模式、會且館名錄、會員館

曹查槽威問卷資料惜、 HIRN議程、基參考苦詢表倦、其他相關網姑聯結﹒

2.NOAH (網.tU::llwww.noah.cuny.edu/ )

(1)簡史 NOAH (New York Online Ac凹SS 10 Health)是由不同類型圖書

館(學筒、公共、留學會)早日軍工團體，共同合作成功的一個例子﹒計車站

於 1994年 10月，由美國政府機構商單部、貫通巨資訊統聾鷗助計畫(Tele

commumcal酬s and Infonnation Infrastructure Ass叫ance Program, TlIAP )贊助

部分經費，先期結合紐約域市大學圖曹館服務組(The C叮 Universi ty New 

York Office of Library Services, CUNY ) 、紐約醫學會圖盟館(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 icine Library, NYAM) 、大都會紐約圖書館垂員會 (The

Metropoli tan New York Library Council , METRO ) 、紐約企共颺莒館 (The

New York pu訓ic Libra旬" NYPL ) ，共同成立 NOAH的經費及指導，聘用一

組人11將各館的衛生保健賣草草草告，並合作蒐車、整理直提供正確、有時

曲、無偏見、且直尋及使用的消費者衛生保健網站，供大l'ti使用。四館工

作戰草分配。 CUNY 負責網路巨資料庫管理、 T3網路線、 λ員; TIIAP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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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激詣 ，學1Ii..1同時實激合作備隊發颺 '" 
助美金 275，0∞元. CUNY將盟個計車經費很高到美金 559， 1 50元﹒ HYAM

是紐約市唯一開島生供民軍使用的留學研究圖書館﹒館員負責挑盡相關主

題，並作為與健康志工機構溝通協調的聯團體單位 ﹒ METRO的至參加館有個

所醫眼圈直艙，並成立消費者健康費員會，以提高紐約市民企共健康資訊

需求的自覺性，並於刊物或網頁止推廣E直傳NOAH ﹒ NYPL的工作同仁

醫與相關主閩、線土賣源的跳草里末班佳績服務的評估工作。至 1997年共

雌λ3千至4千個健康科學資訊網站 1998年又加λ皇后 Borough公共圖曹

館(The Queens Borough Public Library ) 、布魯克林位共圖書館(The Brooktyn 

Pubt ic Library ) 、紐約卅立團曹館(The New York Slale Library) . 三館加λ使

州郡的健康訊息資料車輛更酷豐富。 NOAH資料東輝有三 .健康機構志工

團體(Volu ntary Heatth Agency, VHA ) 、其他網站資辦及商聾性賀科暉 

VHA 自 1997年起提供政府衛生機構(國軍防描基盒會、紐約州立社會服務

部、紐約市衛生部) ;志顧衛生服葫機構(癌症照種企司、天生缺陷基金

會 美國性教育及賀訊暨員會)、地方志願衛生服務徵構(男同性戀健康危

機團體、婦女乳椅里卵鼻祖自教會 SHARE ) 、體康照護團體(紐約醫院康

乃爾國學中心、聖路克思薩斯福醫院)及其他健康照護團體提供出版品結

NOA H (Ae tna/U.S. Healthcare, Inc. , and WELL-C ONNECTED-Nidus 

Information Services) .並提供將資料轉換到網頁及翻譯為西班牙文版的經

貨主援，至 1997年底，有 1 千個英文文件、 4S個西班牙文文件﹒ NOAH

向有一部分聯結至政府、教育、非智利被構及商單團體﹒ 1995年7 月第一

階段岐λ的健康主題，選擇紐約市鞍闕'l:吶鹽個主題，有置滋捕、癌症、

征服、性捕且肺結核等(這主二四) .同時強Z層官括的深度而非圖度，輯來賀蝕

的完盟性，以便作成NOAH的樣版網頁﹒

(2)網站特色里基本哲學為清聾簡單﹒

(3)網站主組分類及內容 agl月& Alzheimer's disease, aids & HIV, alter

native medicine, arthrit is & rheumatic diseas間， aSlhma, cancer, dentisl旬， dia 

betes, environmemal health, the eye, the foot & ankle, headache, healthy 1iving, 

heart disease & stroke, Lymph d iseasε ， mental health, neurological & neuromus 

cular diseases, nu trition可 personal health: chitdren men woman, pregnancy, sexu

ality, sexuality transmitted diseases, luberculosis, Olher health concerns 0 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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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旦分為五個標樂部分 疾病簡介 治療丑讀理、僻聾症及相關單宜、

研究及其他實源﹒

(主蜻古棚構與輯工力量合作建立直料庫

OMNI (網址lIomni.ac .ukJ)( Ü二五)

(] )簡史 OMNI(Organising Medical Networked I nfonnation)建齡 1996年

1 月，軍-*OMNl草工研討會﹒ OMN I是一個有關醫學、生物留學、健康

摺開學科、健康管理R相關主題的 gateway 0 OMNI經過蒐輯、置擇、評

估、評註丑聶哥|與分穎，提供 個廣臣且完聾的華專禮曹大英國協生物留

學網路賣澈的管道﹒ QMNI工作悶仁E志工踩用透明化的網絡評估指南作

為選擇丑評估對讀者有價值的網路賣~A'J工具﹒貴重Il~少數同時期寶康的網

路計重點曹，評估指南極廣為祝傳﹒評估指甫的瞳廈是持續性的，同時為

OMNl諮詢費員會評估標單工作小組的工作所主持﹒

(2)主要選擇原則 對OMNI讀者群而言，資料量大、相關性高的賣盟軍

方在岫λ單圍。個λ網頁或只指哥|到其他網路資源的網站則不列λ耳聾範

圍﹒直觀指南或針對某 特定主組提棋有用的單點(one stop )百貨網站清單

的企司行醜網頁車協會的網頁或部鬥，通常包含非常有價值的有關大其間

協的網路直觀﹒網路賣觀過時、完全本土化、廣告、電于郵件訊息、車辦

不明、非由惜威東源出版的輔恩資訊丑網站巴不存在的資料皆不收λ

OMNI不值連篇至一個大的網站，而是連結至每個網路賀盟軍的網頁，因此每

個網踏實都可紹自個別的網買東索引與研識﹒ QMNI 資料庫採用英國語文

製作，但不排除耳聾非賽語的網路資源﹒其網路資都評估標潑，首盟內

容，我重設計品質聶外觀﹒ 其內容建構 範園、使用者、情威性、正確

性。網路賀盟軍通常都未說明負責單位草資料東源，因此直接連結至每個網

路賀瘋網頁的政軍下， OMNI網踏實揖提供者負有重實查核網路資料的東

暉，例蚓首頁、母機構文件盟輔助檔軍﹒

(3)鍋站主題分顛盟內容 OMNI I3前由其團諾IT盧大學維護，資料庫

分英國網路資源與世界網路資源兩部分 ，並細分為55個主題穎別，其分類

細顯見附錄 ， 並可遲至全嘩資訊網http://roads.omni.ac . ukll叫i ngs/alphalis l

html網址查到，有 3401 個網路賀盟軍 ﹒ 各網路賀輝也會組名、 描述說明、網

址、醫學標題最關鍵字、美國國軍醫學圖盟關分頹號代碼，有些並.1)有行



主撒切 醫學圖.，會割肉冊資源合作，當藏S寶康 '" 
政主曹姓名、聯絡e-mail輯號、使用讀姐、出版者 ﹒

(4 ) OMNI的未來凡有λ建議收λ的. OMN I ~會踩輛。網路賣僻、指

南在本計畫執行期間將陸續睡正，歡迎工作同仁E志工慢供意見﹒同時歡

迎志工加λ QMNI古作人且的清單 ，談談有關指南製作的想法草網路賞梅

評估過程的經駿，並召草了一個評估標全體諮詢工作小姐 ，與 OMN I保持密

切連聲溝通﹒ OMNI直到加λ 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Uee(JISC )才

得到種定的經費來暉，目前為Electronic Libraries Program廿一Lib )的一個部

分﹒ QMNI開放給任何可上綱際網路的使用者﹒其真期讀咱是由OMNI

Steering Group東統囂，每年開會三1)(﹒ OMN I Gateway 10 Inlemet Resources 

是一個鍋際網路資源描述的資料庫，由OMN I工作λ函、車工及有信譽的

商訊提供廠商共同產生﹒ OMN I 目前正進行一噴由學科專車迎讀蒐聾的惜

威網聞單網路賣源計直 H凹的，，， ﹒

法 七、我醫學圖書館可探合作網路資盟員館藏發展模式

kf.!i'., 

大致東說， 古作館藏扭展成功與苦，取法於下列條件(處主女)

(-盟主酷共同意頤 ，能於合作中值此量單﹒

t二痛健全的組織督導計畫的執行 ﹒

I~肅詳實斬穎的館藏實料 ﹒

個府使撞的文件傳輸系統，以迅連提供資料﹒

(去燒苦的溝通管道，隨時修正不重的政買﹒

祖國留學圖書館垂且會為中國圖自館學會的 個聲員會 ， 參與的國盟

的有台大醫學院 單民總醫院、台北護理學院、馬惜紀念醫院、陽明大

學、成大醫學院、國防醫學院、中國留難學院、台中華民總醫院、中山留

學院、台北醫學院、中研院生命科學、高雄醫學院、真庚大學、畏庚醫

院、草樹醫學院等，其下並有近百所會且館 ，各館因所"9輯的臨床醫療人

員草基礎學科讀者對留學相關資料之強力需求，各館在憫人工作崗位上，

一向揖力配古讀者蒐單最斬醫療資訊，每年學與各項研討會以充實資訊新

蚵與技能 ， 同時密切溝通來往吉作 ， 以最(1'鏈的井武E過有無 ， 駐日7借閱

紙本式資料，基~共同意噸，於古作中值此量單 ﹒里明德教授建議祖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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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館應值下列鹽點東規噩古作的藏鞋展(缸二老}

t 撞立古作館藏體展的觀念. (二屆專賣單位負責規直全國合作館藏寶

康. (::王海館應訂館蔽體民政睛，個)各館應進行館藏分析工作 ， (:局以館藏鋼

要描述館擻 ， 喇嘛館藏體展館員. (七漣立自動化網絡 . (A 提高館際互惜

盟傘。

將以上幾點暉用在網路賣醋的合作館藏撞展亦非常貼切﹒在今日各飽

經費困難、曹刊資料價格日益高輝、人均椅悶的時代，各國學相棚圍:øl

館，不論規模大小更應建立合作館藏瞳展的觀念 。 在平等E盟的原則下，

各館躍進行館藏分析 ' 31定館藏體展政軍及建立電于圖曹館網際網路系

統，以壘定攝展盧鍍館藏資源的古作基體 ﹒ 未來在團軍留學圖書館拘無著

蓓的惜沒下，留學圖也館垂員會躍在既有的合作基礎上瞳揮自位，力，善用

各聲且前的關藏、人力及經費，及各醫學院校及留學中心、區域醫院、地

區醫院等中小型留學圈圈暫館，多年培聾的團隊精神及古作默契 ， 繼續推行

古作館藏扭晨，以各醫學院校及醫院的專且學科為起點，分科分類古作詔

聾蒐單網際網絡上豐富的虛擬資暉，監舍I量供各會員館相關人員利用 ﹒ 先

期可參考美國 H巴:althweb的合作方式，由垂且會成立 個或幾個工作小組，

訂1i'網路資源蒐藏標準，同時可先訂出預定蒐單賀醋的主題聾，置於網際

網路上供大軍基參考車拉供意見聶認贅，原則上以自顧吾與認費為原則，並

以圖書館為認聾單位 ﹒ 若以國立噩北護理學院為例，可依館藏瞳展特色護

理、醫護管理、哩幼兒保育三飄來認聲 。 以畫大醫學院為例，有基髓留

學、公共衛生、物理治療、職能治療、雷射留學、生物留學工程等 ﹒ 陽明

大學可以神經科學、衛生福利、博統國學為特色 ﹒ 成功大學醫學院可以行

為醫學為這E抽 ﹒ 揮民總醫院可以臨床科別聶哥物學閥峙 ， 也可學考研究現

有經過重要網站篩選的歐要懼質網路賀蟬的分顯聽楠，以利耳聾較完聾的

網路賀暉，並世於固定網址供全國醫療λ貝利用，以節省資訊使用者查詢

資料的時間並誠少網路賽車之苦﹒

附註

位一 G. Edward Evans. Ðe,'elop;,rg Ubrary Collec/;ollS (Littleton Colo.: Libraries 

Un1iß\ited. 1979) , 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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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Paul H. Mos加，& M虹"Cia p，創k.ake ， "Guic胎。 Coordinat吋 ~d C∞peratlve 

Collection Development." Library Resou四s &: Technical Service. 27 (Oct/Deç 1983 ) 

420 

世三 Keith M恥chael F他15 . "c曲rdinated Collection Development in a Multitype 

b叫ronme l1l: Prom間 and challenge, ~ Collec岫n Building. 7 (Sunu前r 1985) : 30 

紅國 張剛績， (圈，醫餘的技術服務資料的徵!ll) ，圖書館'1'(華北市畫畫iIII

學生會局 1 民國6]年) ，耳 272 0 

益Ji. 制歐繭，參考資訊服務(畫itili 噩灣學生省局，民國 71 年) ，耳282 • 

位六楊英雄，大學圈.."之經營理念(聾it市噩灣學生會局，民國78年) , 
頁6] .

益 4七f: Jeanne S卸。hn ， "C。開。叩pcrat i ve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 brief overvÎ圳.時ow叭

Cοω11缸e倪'CIlQ.個'nM(“叫2肌wg伊伊"耐，

註八 主a巖震2鶴a 、吳獎3笑略， (合{作字e館會a磁嘗發蹟廢嘻*直的支迎畫立〉卜' 中圖圖書，鎔官司學F會4會t，輾吸'

4彷8期(良圖8朋0金年李 1η2月) : 3扭7 • 
社九問註八，王恆龍、哭笑笑﹒頁38 .

ii+ 間位八，王1!l1.ll、哭笑契，耳 38 .

ii+- 闢伯爾、奧宜，堅﹒〈協作和共，.題圖會館是嘉獎發展必然趨勢卜教育資

"與盾，館學. 30: 1(1992) : 53-58 • 

祉十二同位+一-

a十三 楊美孽. (世槃國NCLlS來看，歷濁的圖曹館頭業發自陸委員會卜圖書資

訊基礎建設，博學習拉會研討會俞文集(1'北 中國國會館學會，民國 87年 12月 1 2 日

印，頁 42 • 

2主十四闖紅八王儼錯奧笑笑，買38 .

ii+J且 瞳戀餘. (世英屆國家醫學圖會館1日國內醫學資訊的數理卜圖，資訊

基礎建設，博學習社會研討會通告文集(憂it 中國團會館學會，民國 87年 12月 12-13

日) .耳 114-115 • 

註十* William J. Crowe , "Colle Cl ion Developmcnt ;n the Cooperative 

Env;ronmcnt," Library Marwgement in the Inlorlll(1/ion Technology Environment 
(1呻吟 39-40 

紅十七 許聽網. (闢際網路對團會飽飽驗發展影，之探討〉。大學..."﹒ 1

3( 1 979年7月): 46-47 • 

a十八 陳咱珍. (帽子學術圖會館的館散發展!Ií!維鑽卜大學圖書館. 1 

1 ( 自 "'7年 1 月 ) : 33 • 
註+九陳雷擊，圖書館與網路資源(I'it市文互信，民國 85年}﹒頁 245 • 

拉二十 Patric;a M. Rcdman. ct 祉， "Common Ground: The hcalthwcb projccl as a 

mod悔 1 for Intcm刮目lIaboration ，" ß"lIetilr 01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t/. 85 : 4 (Oct 

1997) : 325-330 

社二一 內等等可|自 Heahhweb網絡 ﹒



-s、p4ah時hω，-→

"“ 教育資料與國."學'"三十六巒 第四期(June 1研制

註二二內容引自 Biosites闢蛤 ﹒

註」二三 Selectioll 臼teria for Inlemet Re酬缸:es.可在下列蝸址找到

hllp :lIgalen .l i訕訕)'. ucsf.ed咄咄恥叫叫plguidelìnes. html ( 1 998年6月)

拉二四 NQAH gets launched. For Rcferençe from METRQ. 19951uVA唔. (256) 

3-4 

位二五 內容弓l 自臼nnijf電站 ﹒

註二六 Wa.l lace 1000 Bonk & Rose Mary Magrill , Bui/ding Library Collecti01l$, 5th 

ed. ( Metuchen , N.J.: Scarecrow, 1979 ), p.2曲

註二七吳明穗. li il. 'Hl(臺北市漠美國響，民國80年) .頁 263 • 

附錄 重要總同學網路，呂學資源蒐集分椒，才"、t.

HealthWeb 

AIDS & HIV 

Al1 ied Hcalth 

Analomy 
Anesthesiology 

B;個hemiSlry

(但e OflC()logy) 
CM祉iolog)'

Cell Biology 
Chiropr祖ctice Medicine 

Consunler Hea1th 

Dentist門

Dermatology 
Diabetes 

B;明，"

Aids 

AlIcrgy 
Allied Hcahh 
Altemative Medicir阻
Anatomy 
Anesthesiology 

日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Biology 
C~cr 
Cardiotogy 
Chemistry 

Clinical Trials 

Comp創rativeM吋icine

[Human/AnimalJ 
Co側slImer Health 

Demtistry 
Dennatology 

Omni 

A呵uired immuno-deficiency 
'y口dro~

Allernative M呵icine

(see Human anatomy) 
A.揖sthctics

Animal 仰sons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induding libra可 catalogu.問

8iochemis盯

Biology 
(=N間pl品m，)

CM甘iovascular syslem 

Clinical Pathology 

Commu恥cable diseases 

Cytology 
Dentistry 
Dermalology 

Dictctics 
Digestivc systen‘ 
Discases and i叮uries callsed 

by physical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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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叫Generalj

Emerg'開cy Medicine & Emergency Medicine 
Critical Care 

Endocrinology Endocrinology 
Epidemiology 

F倒回ily PracticelPrimary Family Practice 

"'" Gastroenterology Gastroenterology 
Genetics Genetics 
Geriauks & Gerontology Geriauics 

Govemment Inform則'""
GranlS 

(scc Obs妞 ics and “e Obsterics and 
Gy'前ology) Gynec叫。gy)

&ology 
Education , medical sch盼。1>
Embryology 

E副locrine syslem 

." 

Bquipment and supplies. cala 
logues 

Evolution 
Family medicine 

Genetics 
Geriatrics 

Gynaeçology 

HaeflÙC and Iymph地tic syslem 
Health Adnùnistration Health Ser吶ces Adrnini甜甜的I Heal山 econoffilcs

Health lnfonnatics 
Hemalology Hemalology 

(阻 Anatomy )

Immunology 
Infectious Discases 
(臨 H，叫Ih Infonnatic叫

Laboral。可 Medici前

Hislology 
History of Medicin時間slory of mcdicine 
Hospitals and Health Facilities Hospitals and other health 

fac ilities 
(間 Analomy )

Immunology 
Infcctious Discases 
(阻 Mcdiωllnformatics )

""bo<訓。可 Medicine

Medical Ethics 

Human anatomy 
Immunologic and collagen 

dise泌帥， hypersensitivity 
lmmunology 

Informatics, computing 

Law, jurisprodcnce, medíçal 
ethics. librarianship 

(阻 Health lnfonnatics ) MedicaJ lnfonnatics (鼠、e lnformat口 computing )
Medîcal joumals and other 

general 

Micr曲iology

Minority Health 
MolecuJar Biology 

Mcdicine [General1 

'、1 icrobiology

Mediçal research in general 
ω"~咽。ffunding

Metabolic diseases 
Microbiology 
Microscopy 

Molecular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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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1uary SdelK:c 
Musculoskeletal system 
N，叩lasms

Nephrology 
Neurology Neurology Nervous system 
Nuclear Medicine 
Nursing Nursing N"草mg
Nutriti叫‘ Nutntion Nutrition 

Nutrition disorde閥
Obstetrics and Obstetrics and Gyne四logy Obste凹的

Gynecology 

Oncology 
O{阻CCUCHatnIoctnra)1M副Jicine

(阻e Neoplasms ) 
Ophthalmology Ophthalmology Ophthalmology 
Optomelry 

Or1hopedics Orthop揖dics

051e叩副hicM叫Lcme

0<0'血)'ngology 。<0'缸yngzaotlroICz8y) Otolaryngology 
(臨 POO叫"" (臨 P吋 Paediatrics 

Parasitology Parasilology 
Pathology Pathology pat}BOPloaesd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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