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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愷裴商 (8 . Pe叮)於 1 995 年適用自目計量抗和體現 ， l'的柯界參考、引

証自灰色文獻的悄配有IV牌1增加拘現象 ( ii 一) : 1 997年法拉斯(D. J. Faracc) 把

細注明世代的灰色文盧捕~fl惜火鳳凰 7 經過多佇。可休糞土息，而今囡細品的興

起而宜生直生新的lli版街取與新的使用棍倍(ii.=.) • 的確 隨著咀子出版抖

怯的闖進且細關個連憐惜製造且續收'/1訊ltJ料性﹒迫和L曲去被定義民企開

發行卻隨由JF傳統出服撞J咀博捕的文獻 lä [11網路謀生了各國甄別的新資且1\

及新的問捕純正‘讀使用者可以不需型透過E常出服曲曲並恆直接接觸到ik

色面訊 ﹒ 原本i1I&性且可用性都相當縛弱的灰色文獻 給自網路太大提拜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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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可旦旦可聞價值 ， 網路成為E色文獻的最佳jlJ播工具﹒

在網路上，可以看到本材本總憊的故色文獻監理方式，組合法製{乍到非法

拷貝繽製，能有制度的規!1個l零晶無法歸類的皆有其中揖廟目、最具制度

化的是歐酬的巨色文獻睡展﹒經由 1978 年異國的罩在York)恩辦的巨色文獻研

討會 ，歐洲共同體(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與大英圖會館

出借處(The British Library Lcndîng Oivision 簡稱ßLLD)取得共說，於1980 年

發展盟立7→固時團軍、問學科的分額資料由「歐洲灰色文獻資訊系統」

(Syslem for 1nfonnation on Grey Li lerature in European 簡稱 SIGLE)(祉三) 到

了 1985 年歐樹共同體停止經濟搜!!JJS1GLEf& '由各國SIGLE 中{;代表成員自

組「歐酬控色文獻間體協會J (European Ass個ation for Grey Li terature Exploi 

tilllon 間隅EAGLE) 來鱷輔推動管理SIGLE 賀訊系統﹒並間站接覺其他非獻酬

共同體團軍參圓其值世界各國也相禪時λ灰色宜酷的監理與蒐梁工作-

1993 年召開第一屆灰色文獻國際會E輒1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y 

Lileralu間) ， 並定期每兩年召持持-次 ，至會吃20個年) Ell閑四屆並牌扭扭01

年E開第E屆圍際會講'"四}﹒撥著一系列有關灰色文獻出版及傳播缸瀚主

盟曹目包指哥悍，臨睡出版 灰色文獻輯然且為一個阱門!t!鬥 ﹒在遺些過程

當中，於 1992 年誕生的 rlK色文獻鋼 J (Grey Net) 掛讀著主持E色文獻騙

輯、研究者及臨體{寡婦劃的角色，椎動各明IK色文獻相關的活動 。連個自國

際組輯學者及出眼商所組成的曲三角網站推動模去，是一祖相當另蹋的出

極開係 ﹒ 本文組E色文獻的出版、灰色文獻網的形成 內容 7解在多悍的

網國經幢幢式中， MCB大學出版社的灰色文獻網如何推動造就灰色立獻狀視

及其主耶單位與其他重要証色文獻推動單位間的關係 ﹒

二 、灰色文獻的tU臨

一般將公開出服體行並附釘國際標請在雷號革國際關單期刊號碼的出版品

制措白色土獻 涉及體宙間妞，不能公開出肢的文獻闡為黑色文獻:灰色文

iWl'l界定再不是追過一幢簡單出臨行胡管道可以購舟 ， 公開但不容眉鹽悍的

文獻(位五)。扭色文獻大多是為特定對飯而出版的非貿晶'"'只缸收工本質的贈

閱品 。內容特殊、體行勵量有限，且很多都不具版幢頁草智目 ，所以一個民

j/(往往本消控它的存在曹商 出間商、由評家且由目λ且也常忽視它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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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但區為灰色文獻出服能直且具有多種型式 ， 內容也與營利嗯，冉的出版品

有異，祖多比期刊文章草曹捕~要詳細具時姐柱，個技闡報告草非官方政府

出版晶的內容往往超越一幢正式位闖出版晶 ﹒

其中立以應用科技頌中非純陣理側重觀幫賈蜘'JliIf究立獻居多 愈偏

向經酷性研究，便問灰色文獻的價每愈大 ﹒ 伊胸工商矗囂的貫作報告、科技

研究院的技甫報告 話f貴國家的國情資訊 考古學的晶址或古臨時告奮料等

皆是。另件處j常植資訊專家里自輯學家認為無法單獨成揖主獻的數揖資料

(numcrical da叫也是灰色文獻自于-續﹒快睡美國閣家科學研究基金觀National

ScÎencc Foundation)研究韓少見，科學家花祖多時間尋求研究監峰賣料，許多研

究!l!睡非常有用﹒卻#常雖以透過正常管道博捕 。

;是國且府體情陌Ilk色宜獻工作小組 (Thc U.S. Govemmen t's lntcragency 

Gray Literaturc Working Group ，間闊的LWG) 於 1995 年1'>血色虫草t做7完啞

的結揖. r伍色立即是間內 、 外企間體行的文獻， 一曲無挂通過正常的出

服梳通、許目控制及~l間現代用商採棚里刑制等。但可以避過特輯管過鹽

悍的文獻稱為1J<色文獻 J . 並于 t).規盟列出証色文獻的資料型?獸，且均但括

1-1 委員會報告~Committ目 Reports)

(0) 法人組攝主們有Cc巾oratc Docume削.)

但) 議事翰鋒運Discussion Papers) 

{函。且JIl報告(Govcmmcnt RCT詢問)

(五) 企業體情期于兩Hous巴 Joumal吩

咐 市場調查Markct Su附，.)

俏 商盟主處Ï'(Tradc Li旭rature)

叫 過lIV會制Newsleucrs)

(1吋 標單(Standards)

(+) 預字 本 (PrepnnlS)

閣 會議抽立XConference Papcrs) 

閣 會議抽主制抖。ceedings)

個 學術論文(Academic Papers) 

(副 博士站立(Disscrtations)

樹闡士描寫Thc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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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研究報告(Research Reports) 

(這) 按1僑報告(Technical Reports) 

(大)工作'1'論文:(WorkinεPapcrs)

閥 割輝主獻Translations)

(李) 絃世報告認Trip Rc戶口 'j

在 1997 年第三拉國際控色文盟會議中再拉插手灰色文獻新拌定 ， 認為學

凡各故府惜構串術1~位、商業界民L單界所出版的 ， 無抽紙本式致電子給

式 ， 只要不壘商業出版界所掌挫的都閑偽E色文獻社的﹒迺些大量的吸色貢

獻出現在網路上，已成精一幢資訊盟軍的賈偉媒介。克里對G. E. Cleave) 認

f\1K色宜獻不再只值視為國家財產，而是學來當研究的工具，不再是設備為

導向而是以市睛閉導向的工具〈恥、) .抽及製崎E色)(Itl~組捕主盟但括國

家盟府體捕、學術研究開捕 、大學院校、遊說集團、政蘭、公司、商會或兩

2藍圖帽、智贊闡及顧問園等﹒而學校理俾捕追隨j火色空甜的眼位貝Ij包恬

H 國際組組(如歐酬灰色文獻惜l睡協會Europcan Association for Grey 

Lileratu 官 Exploitation. http://www.konbib.nl/infolev/sigle/ealcagle.htm) 

(二) 國家團誼會間的大聲圈曹館文件拱躍中心Thc British Library Docurnent 

Suppl y Cenler. hup:llwww.b l.uklscrviceslbsds1nbslblaisef) 

(五) 科技資訊中也〈個怯間不:但」搜捕資料中心lnstÎl ut de ]' I nfonnatic 、 Sc icn

tìliquc et Technique. http://w、叭.....inist. fr/)

個)巴掌躍出眼觀如MCB UniversÍlY Press 大學出版社

hUp:1仰 WW.!眩 ).co.ukl cgi-bi叫joumall/ijgl)

(五) 本身灰色文獻的都作出版，!f(如團軍投術資訊局 Natiof泊 I Teclulîcallnfof 

malion Scrvicc. http://www.ntis.gov/search.htm) 

其中立以歸是嚇磁合作們恢色文融制串的押時﹒

三 、灰色文獻制的肉容與J1獻

以往1K色文獻零零咕咕散{街各地. ，織論個λ草組臨時H蟬 t攝制宜 l incar) 愉

三寄:布式推鹽m 今口網路所提』騙性越迪輯方式國盼了符古灰色文酷的尋求方

式，讓迢些原本出版呻擂台』由世暫 大量不同盟;:WJ灰色文獻連結在一起，

坐監合地→困聯古賀科月， .在相丘助益于 灰色立即格拉在網聞控界盤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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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網路環境樹共胚色文獻作者、研究者及傳擂者問一個新的古作及史價資

訊觀念的新空間﹒通過網路電子吐出版 ，護民色文獻在網臨頭境中不再是聞

監控行，可以無限博惜與岫絮，也不再只是少數人可鹽 1'1.灰色文獻有7新

的型作者與出版者 ? 也直生了新的使用者 自1跑了新的出眼循環輿新蝴吏用

價值及迎面而來的變化衝單﹒副主色文獻重生的過程中 ， 灰色文獻網成晶yi.

色文獻宣傳其活動ru揖務的最佳平IJ!品(見圖 1) • 

國 I Grey Nel hup:llwwv成 konbib.nllinfoJev/grcynelfhomc.html

道個純屬於 MCB 大學出版組MCB Univcrsity Press)的故色文獻網掛f圍著

網船上直色文獻盤古、 f制醬、協調，既商單且學甫的多變角色﹒該網提棋下

列問E務

(-) (灰色宜獻.&10 (Grey Uterature Conferences) 

http://www.konbib.nl/infolev/greyne t!f ramc I.hlm 

路網頁收蟬7 1993 ' 1995 . 1991 ' 1999 年四玖日正色土獻國際會議抽丈

盟﹒第一屆閣際灰色文獻會議肚 1993 年 1 2 月 13-15 日在荷闡阿姆斯特冉的國



?。 絞肉個幸與團會館舉 '"三+八戀 第一個閱 ( Seplember祖")

會CÞ.G、舉行﹒由獸掛{灰色文獻開撞倒會主1暉，有來自全球祖國 . 2曲多人參

加﹒誰也以「推動灰色科搜文獻的合作與博揖J 為主 論文且由法拉闢D. J 

F，rn四)主姐，灰色艾麗關於 1994 年出版﹒

第二屆國際灰色文獻含1勵企 1 995年 11 月 2-4 日在讀盛頓的異國天主教大

學(The C帥。lîc University of American) 學行﹒議題為 r2 1 世紀的1Ji:色間體」﹒

共有時近2間位來自世界28 園的粵東出席並提出50多篇愉文報告﹒

第三屆國際灰色士獻會議於 1 997年 11 月 1 3- 14 日在暐聶數Luxembour副

會議中心學行﹒議組強調灰色文臘的新用法，灰色文獻的新製造者與新的出

版者，及輔守儲存7守法興博播方式 ， 有26肅文章體表﹒

第四屆fòl品S I 999 年在其個單盛醋學行，探純矗越有 1. 1Ji:色文獻l!l研

究人員、觀揮使揮者及專業人且在壘球資訊社會不同環現的價值 .2 團體甜

且與實訊專業人且在出版及管理電子E色文獻聞樂，個主主揖索及文獻伸過

時所面臨。神E戰﹒ 3. 1Ji:色文獻的著作備、智錯財產權丑所有慎的輝先〈訟的 ﹒

另件連收揖T1Ji:色文獻網五週年塵會議 (GreyN ct' s Fifth Anni versary 

"~.f..，y:: Lus trum) 的會i揖E揖E站立臨.&即將召開的2001 謂五屆國際灰色文獻會議

誣告 的企告﹒

(二) <<灰色文獻通訊) (NewsBr:旭fNews Newsletters) 

http: //www.konbib.nl/infolev/greynet!frame6.htffi 

1992 年由E色文獻資訊網版務中，心(GreyNct. Grey Lite間ture Nelwork 

Service)所闡明、創刊體行的通訊拳刊。專門吐量供存有關1Ji:色文獻的新甜、國際

會議、出版品及服葫等訊息﹒內容但指屆者的話‘專欄、專勸 告評、研究

成果甜告、最新胡皂、特E 贊助等，可位讀者需求踩用版本式 咀子郵件直

HTML方式傳遞 ﹒ 通過 Intemet t問;毛主動的Iß~觀世十)。

( 三) (灰色:il:l怨最上﹒目> (Gr.叮 Literature Online Bib 呵rraphy )

http://wwv肌 konbib. n I /info1ev/greyn的 frame5.htm

灰色文獻組土曹目是由E色文獻賀訊網所出版，位峰輯本式〈灰色立獻

詮釋會目〉第三版所作曹目資料開﹒紙本含有W~ 650 i証書目?以第 作者姓

氏排9月，間作者再以年代游子'1 ﹒文中列出摘要且可鹽申士件的芳主t( ~i -t-) • 

其輯上曹目資料闡Bib1iographic GL- Database) 、 目前蟬啊啊近7聞學I夜色

文獻曹目，開帽含攝要及蟬示鹽取主宜的宣啞﹒數資料庫採WA1S *，引 ， 樹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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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屬 .1主資料雌聾肯式酷了收競控色文獻會議 期刊文章外，也幫惆儕評審

紗cer revîcw)方式，歡草草倒車主動提f共曹目及英文摘賀，主十二) • 

(四)個陳反色lZl組屆奧人暢昌弓1) (Intemational Guide to 內曲ns

and Organizations in Grey LirerafUre ) 

http://www.konbib.nllinfolev/greynetlframe2.htrn 

〈國際lJi.色文獻組揖與人物指引〉由伍色文獻資訊網所出版 ﹒第四!!i

( 1999 年)裳 tt船長壘球40韓國3間 多軍lJi.色文II!相關組揖及人物的資料指引

(ii十三) .眩背料間也是揖WA IS 聶哥 1 ，輸草莓島﹒

(五)直屬嘿反色lZl棚刊)(11稽的ltema加，.1 ，∞maJ onG可 Uterat，υro)

hup:llwww.mcb.co.uklcgi-binljoumal l/ijgl 

置份刊物由 MC B 大學出版社出版 ， 加州大學應用科學圖會館臨巨

(App1ied Sciences Librarian Universîty of Califomia )吉爾芳街J. Gelfan副 主蟬，

是一個討論傳措灰色xll!理論、賀信作、傳播彎道 檢禦丑控制的全球討論群

闢刊(見J11 2) .可遭遇電子出版及電子徉惜來聲音間科技的耐克聞組﹒國際灰

lntemational Jo山nal

00 Grey Llterature 

=，叫'"

叫馳凹

間剛開四"開lI!iIII﹒

盛主1/1

國 2 MCB 所出版國際灰色文獻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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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士獻期刊體合灰色文獻的膚訊提棋書、使用書及製作者，共同討論相陳灰

色文獻的界定阱識、選擇、採訪徵單、書目控制、柚9位、使用直通惜等鐵

題﹒參興該期于1甘苦111的成員主要有圖書帕員、學術界 政府分析師、實訊工

業專家旦出版者(註十四} ﹒

鄧背(T. Duncan) 曾預言資訊科技將改變出版界、學街界及傳播界的特

性 ， 以及聾個學衛工作的本賈(已十五)﹒的暉 ，灰色文獻網避過網路的特性

撞到聯桔同行，促使灰色丈獻個祖念的形成。也提迺些非正式的賣訊可以單

富的存取應用 分享 並護全世界對1J<色文剛有興倒可人有→團共同溝通的

管道 。顛覆7出服、學衛、傳播的各別特性 ﹒

四、灰色文獻棋幕後推手

MCB大學出版社是一個以管理及工程專樂馮主的學備出版祉，以提供最

軒、單快的資訊、個讀站客戶為志 o 196 7 年由三位曾在布置蟬管理中心

(Management Ccn回 in Bradford)關務的商哲學者所出資開設﹒他們企圖改善國

-幽個..，.﹒』一S3P，.，.一f7'ß'

些且//I::.且ZC品謂“組

… m 一
E泣fJ !.I ---O-一---.一---.
冉冉摺

NfWS 

叫呵，一﹒肉包。…

一一一

團 3 MCB 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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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I芳據統「灰色文數劍j " 
際問作者的出版現嘴，希望通過專業騙輯控制及顧問畔的監腎 ， 徹底，施監

諧的同情評估制度﹒不可免俗的，該出版社興時下一幢學衡出版社姻問，同

步踩輯本期相'1;&電子化幢掠體行，實料庫可以用每次計資或每份計費芳草，

並有丈量!fW胡iji觀見圖J) .還i國哥協提棋→國f完盟關某帽墳境，讀該企司所

出版的期刊有動態的資訊柚索及電子新組通告，勵供訂閱者最新賣訊內容及

聶樹仁的個{曲註十六) • 

數出版社主要有三大主槳，其中Emerald 丑An加r智識全文資料曲醉，內

容含矗立理工商各頓賀科暉，與其他學衛出版社出版雷同 ， 所以在此不予幫

述 其第三噴主樂為故色文獻網的建盟與維護，其作為超出一曲傳統出版本

質﹒灰色立獻憫的網站伺服主體雖熱!設在荷闡曹目中心. f[!ltt，網本身卻是英

國MCB大學出版社的分主，而其資料樂觀則由灰色擱置過灰色文獻聯盟的方

式由廠制1Ji色文獻開鞋協會等相關單位提映(見圓的 ﹒遣種網路資訊蟬且是推動

7網跆環境資源的自啦矗及獲得，進而克實7!疋色宜獻的學術宮識也提高T Ði

色文獻的生產力﹒

{貪訊宣告台呈現割

一~一-
MCB大學出服社

(灰色文1!制所有總人}

聯盟 員實辦{灰色文獻開發協會

EAGLE 

(主要貪官l提供者)

圖 4 灰色文獻媚主要單位關係圖

迺憬的組合產生7蚵下-ffi常暫t間揖關{系及影響

H資訊科技的i演進讀伺間臣是圖阻rver)與網頁的主λ分團兩地 • tJ往此種現

象只出現在脅和l的伺服器組貨公司與祖用者的關保但今日周時相反﹒一個

商業性企司所陣有。胡司買 組置在一t國家曹目中心下﹒

(三.)MCB 出版企樂結合科投專業 ， 通過企勞』申古的聲體曾遇 ， 體揮社會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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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形艷的rJ.版﹒通過結合金鎮衛，成為民色文獻的學聯者，為該企司產生新的

全球行輯方式、新的價值體系以及新的顧客叡塑造及內化了出脹企單形

象﹒在網際網路的街擊下 MCB 出臨企業單活地生存適應，進而壯大 ﹒

日由聲巨色文獻劇所起的灰色文獻聞型計冒牌上貿辦直料fitl(G L-Com 

pcndlurn Online Rcsource Databasc)的雌盟軸掌 可以很清楚看出灰色文獻網主

聖掛i抑 cta data I't攝相角色 MCB 大早出版社ß'助讀缸色文獻貨刺聞出版者

及軟體開發及俾捕者的內色獸制/J(色文甜開體協會則跑升為/J(色文獻搜捕

國目顧問灰色文獻資料倒共者可以透過MCB大學出血Iii社提位E色文獻﹒可

且也且是以歐糊灰色文獻婦1體協會揖揖石發展藺草皮色資料郎(註十的 (見』圖

5 ) • 

.串戶

灰色Sl:1WI司KGrey Nel) 

灰色~"個a 繪制

歐洲血色文耐湖發扇窗EAGLE)

灰色文'"設備組回顧問

及軟個揭發&11<鼠，看

EE 

圖 5 葉企直灰色文獻概耍 '1創資料庫組織被責關保國

伍睡輯前兩A. Woodswo巾)在圖間岫界「未*'"融揮」會議中提過 ，未

來研究圖扭曲的三Jfí主要活動是首訊的數控蒐尋系統的設計可以及評估

讀者需要。博i是!~輯賀Yl，{"ii 十八) .以佳女獻出版呻婦磁存的程何中，大多由

'Ø1!i l!l位耳史學術圓的館攝任維護管理‘存取俾憐的重要角色﹒世圖5關保圈可

以看出在迺特殊網晶現現中，三者閥的協調輒一，領導關{系的變化以及鍍時

聯盟連作的制係﹒當圈暫甜界置祖速成道些自捕。時， MCB 大學出顧問itE/J(色

文獻的盧用過程中完全軍控7賣訊、設計草莓系統並且翻一佑讀者需哩。提出

貪訊傳品的服輔﹒臨出服社以全球性。鳴驚思考蟬式體管 間足扭色文獻

結古學衛圖書館以及灰色文iIt祖攝E補備無﹒本身碎鬥值取所有/J(色文獻相

關出版訊息的監舍里傳插，不僅閣制闖關揖三足鼎立，成為推動E色文獻活



持嘿~>:戶，

也悍萃，咱手
7萃的

來當好探研「灰色叉11綱」 " 
動旦實訊處理的幕後推手 ， 也造就7該企司在lJi色文獻出脈領1;長佔悽全球前

蝸們.，H圭擾~.以一個出版商時Ji'.lJi色文獻活動過程的總整合者，最大的利

益l直該不是還些出版品可以為該公司進相多少 而是其間.) !JlI的!由告立傳價

值不f~HIi1捍出傾公司合胃口名度 也創造了其在區色文獻界的捕風度﹒

五、結論

椏資料科技酷心組闊的趨多早來看 ， 第一階lit( 1970 年代超)是由系統主

導，第三階段( 1980年代曲是由個人電腦主導第三賠償1990年代中翩起}則

由網路主姆 今日是第三階段與第四階t湖13'<帥期，朱來的世代將是由資訊

內容主導賣車有斗肢的暉間(位十九.) .目前有越來越多位“經過jq!統商3提出版程

序 非正式出闊的資訊手晴輸Jt宜，觀國涉及一般λ民所需資訊﹒以往直ι

出版多是印製成，~ ."，小H骨子關紙、海報圖罩、報告班以歸音帶、幻

燈片 趾曲、拉.!11 、副臘的型式推呈現備組闊的馬路.這些資uu丘年來日趨貴

重視，主要因為網路上滋生了許多關揖性的灰色資訊，不僅通過電子高輛出

版且可加以組轍輸罩 在許多研究現境中lÆ漸成為研究禪盟的重型宵訊控

體﹒也因為巨色土獻晶晶其他的博捕。改度更快 內容上更具彈性，可盟問

λ研究 ， 在應用網跆資訊白皮多蟬開技惜之陡 伙色文獻的新控界目削卡隨著新

的問Hl生的挑軸一超出現成為問插間式中的一部分 ﹒

今日網路ll'll~妞啊「哩取勝過揖fCI.J (acccss ovcr owncrship) 、 拉色文獻通

過機悄旦有心人上且也眼看且可推動 讓這原本內藏不平掉的資訊址u日方式 可

通過lJi色文獻的網踏1t大l1< 1t 拉近了「數位芷距 J (digllal dividc)何用題 。

過去大家控措「賞r.r差距」 今日大奴制心「勵他忌，距J .所以當古到一個出

版社出來推動位古瓦色文獻仿的;[j fl 數位平民化的前命家 ﹒ 研滯俯腦新

世f叮叮出版甘藺草經營恨式還沒有固定的定論， MCB 大學出版社(tJI~式只是

多悍(t'JíI司路經研院式中的一組 ﹒ 但 "J預l韌的足以手盟的導向的出屆間存諷跆

世代開越來越臨箏，也可以串到他們在押司里的吐侖 ~I'lít起更多的世ff : MCB 

的証色制lJitI.動逃脫7lJi色文獻、使用者、捏捏省(包1&幽苦的革)且將i1.f奇的 士

嵐l'tki.兄 ﹒

~f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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