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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l")' 3UlOIf酬。 n has been developed for 30 ycaTS ncarly in Taiwan 剝'"

1973. Aflcr a serious lilcr.lWre review on 甘<ωpie ofli做訕鬥y 3utomatlo刷刷，1山訕。吼叫

Taiwan , only several p;tpers have been discu間d. bu\ IT盼到。f them f()陪 US on case 

study. Th is JXI酹"附苗 10 conSlruCl a SI:mdard evaluative model for I加前yautomallon

'y'他m bolh for selecti個 and usage. The pro 瑚ol"盼街l 的 compo錯d of four key 

∞m酬:menlS by fo11oW5: identifying 巾e paSI and cum:m trcnds, four facels and relaled 

αontcnt of evalualÍon m咽d. evaJ ua!lon principles 間'"吋15 and cnlena. as well as lhe 

m剖d is exempl的自ed ;nlO four slages. Fi叫弘 addilional five iss岫 are ralsed a5 a 

conclusion: co的 I benefits and cffíciency. risk distributed. pannership relation , and 

l巾 mians' skills 即可d ，巾圳'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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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

圓的館自動化已是國內圖曹飽界J!峙的一頂不IJ峙，近30 年的油墊，國內

有關圖暫的系統評鑑方面的主獻+外捕少，雖概在民間盯年5 月由政治大學

祖曹個主辦的「圓白館自動 t系統及惜讀格式轉祖研討會」中，曾以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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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2平雄為研討主也提出8 篇論文，但內容著兩在個軍研究與儉討，未對國í'1

館自動it醉輯方面作系統.it揮λ擇對﹒本主主旨在於提出一套標垠的醉鑑模

式祈能對囑:守曲系統的酒用與他周評估能令所助益 ，揖破分散點世宜的系

統功能評置， ifii能從基駝的點、線，乃至蠟展至面的全方位系統化昌平置，避

現陷λ見樹不見林的典範述思﹒

二 、 l周í!f傲自動化的變趟勢。數位闖世f館

1970年代以來 ， 阻著電腦的出現自應用，國~值自動ilJ!nJi!應用電腦肚

各明作業聞服輔之中，而單一步落實的是新l印回歸卡片﹒之恤，電腦控衛不

斷闖進，圖書的自動化範圈也從個別校組(如福固、採訪、流通、期刊控制與

祖上公用回歸等)的聲展應用 1 乃至於整合性系岫intcgratcd systcm) 0 體體而

言，團會聞自動化雖有艦上位用目揖等服醋，依Lancastcr的酬究組峙，其實

對使用者助盎並不商社-) .但是圖曹聞自動化的實嘿應用層面也草限肚內部

作業而己，因而近年來團會館自動化起點.fH罣漸轉瞎至對件的各JJj服輯層

面﹒自 1990年代起，隨著網路的普遍應用 ， 乃至於2 1 世紀所闊的數位國自館

(digital library)時代， 團由俯面臨的內件郝克E有明闊的蓋揖﹒然而 ，在朝向

全無數位圖白臨時代f闕，圖曹船必須面對的是一種過渡時期的「綜合式圖暫

的J (hyb叫 library)(拉二)時代，到盧充斥著許多變動性、差異性買不確定性.

在探討、建立 直至圓白館主忱的評鑑棍式冊，本士首先針對圖曹館自IilJit揖

多，作一整體性分析與瞭解﹒

←輔際調蹈..館 Onter用t librar的

無可扭宮的 .21 世紀是網路師考代，而網路輸了是一種且備隨盧 隨時

與胞臨的資訊傳播管道外，噩噩聾的是鮮li'I'商司臨( Intcmct) 1::.侮故與她失7各式

賀頭開服務﹒只耳紹自 I ntcrr剖，任何服務、貿辦皆可取惜 。就實Ifft( identity)

而言 ，雖然是一團俾捕背道，更是一種輯:但許多資源與服醋的時形圖曹的﹒

因而 Kcsslcr WJf有國曹館在思素 Intcmct .&~國密酷的未來童畫展時，暉該開 Intcmct

視晶另外一種形式的國曹閱(紅三) • 

山崖暉賞，明(抽rld--W ide W曲， WhW)]j!其通訊協定(proto∞，，)

除7 1ntcmet 括耳其一團輯曲解朧的11.訊傳播管道抖， 7E20世紀末www的

推出興暐用，也是資W4控史上一團軍耍的體明﹒ www輸了，直合現釘的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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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電子;;1(監位賣暉，以及是一種圖形界面(Graphic Uscr I nterfa四﹒ GUI)抖，

更重要的是www 糊糊-l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ìifim協定﹒在HTTP

協定領域中，各明活動(削H~輔 1街頭 系統電腦程式及其{包車訊協定)皆可

無輯地融合在WWW使用界面下，許多傳統的賀科曲系統可以諮由此 協定

開揖至 I nternct 的世界，而不必重新設計敢開區(migT::l tion) .由此，新舊賣

輯、間務與資訊技術可以相互帖古，也是建立I!位圖白描基礎建設中， 一項

不可或缺的重要面訊科技﹒

巨庄能草帽(client/server 5廿ucture)

20幽且來除了 Intcmet 與www外，另外-J貝爾要單程碑就是主從架構

的壇明﹒在此架構下，時#賀科曲系攏的設計與使用理念有7曲鼎7不同的

IN點興應用，其中最馬明醋的是賀料庫同時土騙人數(concurrent user 

license) 。以圖甜甜自勵化系統為闕，以往圖書餾系制揖赦使用時，皆會十分

留意此一方面的頂，但與管理，因冉一且使用者遍體進λ使用系統佳，~科長使

用者完全雕軸 ， 即使用者沒有任何作業處理與異動(process tasks and 

transaction jobs) ，在系航的賈甜且看/.(個CPU)興使用人數等方面皆會佔揖-定

的比阱，對系統直觀管理與盟周而言皆十分浪費﹒在主從架構下，此種情酷

已完全改缸，只何使用者在進f引字樂曲理與其動時系軌直觀才會被動間 ，

是一圈隨時申用興賀觀分配的方式(on-dema.nd and dynamic mode) 0 

回電子出版自資源

以往圖書間是管理紙本質訊馮主要對象，隨著 lntcmet 興www的暐用，

許多電子出版品實源亦經由Jit一晶訊管道興資訊革時捏供使用者擷取使用

曲目前世佈在I ntemet 各處的個站 電子期刊與電子會皆是﹒面對此一潮流趟

，巷，時7提f共{前就武資訊資擷件，電子出版品資暉亦是圖書館思紫、規創的

來輔之一 ﹒尤其電子出版品資源具有全天攝隨地取用的特性，更是受到使用

者的歡迎 ﹒

回宙人化睡務(阻悶。抽 lization)

8，叮在Library Journa/中 (Automated System Marketplace ) 專欄文章 ，

說以此為周強調個λ化服務對肚圖會聞自動社系統的盟軍性(j主四) .在個臨時

代，胡圖，實體具備了曲棍。三酷性外另件碩特色即是調求個別的服暉，尤

其在帽子楠岫領風鈍闢跆白店Amazon.com)中，更是訴求軍點亦即個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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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斑，過立副會，當自動化系統的'"誰翻鐘懊瓷

服輔﹒圖書館亦是 種宙訊服務諧 ， 當然不能自身都外﹒

V前贖回聯盟(明 rtual 間內"，r甜可) 的古作

301 

在電子資源市場的現實世界中，時7可叫發現不同企車組輯進行合帥

抖，在國會館領爐中亦可體現，尤其近年來在電子期刊的出版社最為明欄(曲

副SCVl釘 Sciencc 興Pergamon 、 Gale Group興 IAC幣) 。但是時7吉阱之外 ，另

一輛揖式 策略聯盟卻已蚓火個紊地展開. Barry 也指出服務提棋書蟬式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cr modcl ' ASP model) ，也正在1國會館自動化系統

領嗤展閱(ÜÃ) ﹒其實在圓白館車樂中，單時聯盟並不是一明新的觀念與策

略，早在圖再館進行資暉共:$:時就存在﹒因為適些資輝、共擎的活動積目中 ，

從聯合騙目、踩蝸 帕際E倍，乃至近年來的電子賣暉闢盟與共草縛，圖書

館抨大多數攝取成立聯盟的方式來實施且啤動﹒現混唯不同之處，在肚聯

盟對象的攝大興J!I1'if. ír憫之間 合作對象酷了國會館外，也和廠商(providers

and vendors)建立一種夥伴關係(pannc的N闕 ，進而體展團雙鼠的質問活動﹒

綜合土述六大團向，在進一步分析與歸納 ， 其實涉及的層面共有四項

、" 實訊科控、廠商、使用者，以及圖曹抽服務與資源等甜甜 1 所示﹒

，司、會

三 、 :f鑑模式的面向與內酒

為團1!)館系統建立一實揮主體的評單佼式時，其實涉及的範圈可以依上述

六大趨多琴、四大層面為基礎，進而i1'此府咸宜訊科技、組蠅管理、服輯與成本

等四大面向，且有先陸的現狀互動關係(如咽2所示) • 

H圖訊科授

以往圓了~館在評鏈子F就阱，大多踩咱功能導向(function orientalÍon)方式進

行，種動在於使用的系統較能持古圖曹值作單需求。酷此之外 ，為7防止系

統架構過於幢幢興封閉，團f空間在評躍成員中往往會矗詢電腦技備專家加

λ ，以推顧系統各方面的擴展能力與彈性﹒因而就賣訊科技方面而言，必須

留意的重點方向有

* 系統肋能。

* 系統揖惜與程式語言﹒

* 系統延層性與彈性﹒

* 系統的運作組Jl}(scal abili 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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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 圖書館自動化越勢~I紛

* 標導標單化程度(standardizalion)與方便性及標單間的相容性

(compa巾ility)興互通恤interoperability) 。

在標權方面，有關標融化創立 相容性興llili位等尤為重塹 ， 圖自館;0

g兩耳注E ﹒以做讀福固格式(Marchine -Readable Cataloging , MARC)為啊，

現有市瑚上的圖自曲系統大多以MARC柚式作為福目的輸λ界面，但是每家

系統標權化程皮不一亦即開增應間層面揮淺的單異﹒有的懂是輸λ界面，

並不作任何悟對 街的則進一步直種樹位的正雄性 ， 但是-R關不同欄個UH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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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目 2 評鑑模式的;;，向、內涵與互動關係

關性興互斥性的做對叩少之立少﹒固而，所研標准化是有車間層面的會矗間

實面對應。

另外，有關相容性方面，闡西俯在選擇自動化系統時巴多l 晶必備悍件與

訴求里島之一，但是個害性並不代表可以完全回祖﹒以MARC 晶酬，中國體

毛主? 欄目抽式與美國棚騙目格式/lll雖是完全恤，但在研應用崎阻聞

、一 峙，常會發生較時〈但括一對、多對、 對多)、瀰失、無法對腔，以及內

容錯世間，~現等問路。敵軍貫而言，其實帽害性的要求並不切實際。 Miller提

出對E迪性的居法 ， 層面應涵蓋技閩、 ;m;g政耐人際關係、社群悶、法律

與國際間的1ïìi!i性(tcchnical ， semantic. political!human!. inter-community, legal 

and intemational interopcrabillly)( ü.兩-.，揮究E油性的實質內蝠，根本開神

在1β畫面性的情傲、無誤的個E轉換興E分之E的正確剛事，道也就是近年

來電腦網跆領單所桶的!甜甜賣甜!(opcn sourcc) 關底的公佈阿晶峙，以棋不同

層面的免費應用 。 組怔，中揖聚成一種服Hî皮式J，J;磁建設 ， 連成通明化的E通﹒

因而，在思寮憬曲直化與#甘委主性峙，不能取世技術層面考1世而己，不描從胡融

資源的問虛切λ輯時實際且更具彈性 ﹒ 另外，且一觀念也是國會館思索各明

資源共軍興捕時聯盟的基礎攝制 ， 而且颺圍不暐該只局限加會目資訊而己 ，

值WðJ1.科技(電腦軟硬體與各項協定) 組攝間的合作關係、電子資訊資源、人

均資源等宏觀面切λ(如λ口網站portal sitc即是一憫) . 乃至於系統廟闊的自十

個目策興公式 ， 以及惘關過過設備等體觀賞研層面，暉→并軌λ考景，不可

儡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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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驅揖曹盟

在網間方興未艾前，圖11館自動仕的範團只限定在單一圖許館本身而

已，但是此種情j早已徹底改變﹒世聯盟關係而言 合作純國小自國許館內部

各部門閩、同一甜揖用位(intra-institulion) 內，乃至於不同組攝單位~ru1(i nter

m吼叫叫 ion)的協同關係﹒因而，若世組組甘理層面觀點而言 ，國會的系統各項

作單的Iiill作興也喃耐不能『世軍一圓的臨祖之。概括而言，可以置蓋下列五

個層面

*作業服輯推程與資甜的戰古應用 即徵現福圓、流通、館甜查詢、

圖，哼館官理 ﹒ 乃至身士對外各lJ'í賣蟬的雌用 甜甜際E伯 文獻呻揖

網腦資頭等﹒

*系統作盟的IJ凶可應用興管理 阻聯盟國自倒閉(consortiurn model) , .\fI. 
一圖位的自們11lI(single 1ibrary rnodcl)各項作業的銜接、聯合‘團立與

合作等層次﹒

*系統管理 圖曹關系統油能與主體管理的管理直協調，以及槽資創分

布式、直頓與追蹤﹒

*組揖桔神興系統5平:柵 聯盟國f穹的rUI!輯與分敵對司各項作單續眠的區

分、聯合、直敲過蹤言學﹒

*其他 阻網晶管理興協調、問題責任酷歸屬與董艘，以及輯臨興系統

安全〈個未取得圖自曲授檔耐，廠商可否自由退出系統，但括系統展

示、系統問題除品、系統JJJ能暨3白量的測試等)。

E圍E獨

圖書館系統最梧目的在社服務使用者，圖會個研I、須針對系統問題的~i輯

方式予以則λ ﹒揖育之，國m曲系統服醋的範圍但括T圖得館對使用者﹒以

及系統闢商對!il1}館等兩大主軸﹒主鹽層面有三，聖點如下

*使用者包括轄踹使用者和nd usε"j 、圖曹館館且(libraria問卜系親船

員(即圓白的系統管理者， ，戶tcm Iibrarian) . 

*f:'1~且的巨映醉在吳方式與追蹤包括問題的提由電話、電子郵件 11/ 
揖 W, b 到8日服葫卜甘i1l當地、圈，村 服務關閉(配合圖自聞工作

日興時間本國工作日與峙1111 外國工作回國時間，正其他個本團

興外間國定假日皆休，Q) 人且直僻(實施17式飢歸宿盟統一盟中'"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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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亞軍官撞立圖，做自動化系統的標垠的雄模軍史 30' 

圖書關手冊輯本單咱子光臨鼓 IntemcI網路卜 n~輯推位與攝制、

報表等﹒

*耳聾個能 廠商n~輯人員的圖書館學理論與實葫經盟會 賞自昕再按(但括

電腦軟硬閥、程式語言與網路等) • 

個成本觀益

總體而宮 ， 1M世圖曹值系統峙 ， 圈也餾十耳成本JJ1目約可分為-~費用

興持揖費用，耳且隱藏成本興件擷戚本等兩種方說;個表 1 所示﹒一旦圖曹館在

計算成本效益峙 ，就E，、須全部輸入，如此才能求對較為精雄的估算 ﹒若依此

禪且分析，其實圖ttT曲系統包含的戚本可以分的下多四個層面

*咀腦軟硬體包括系統主幢作單系統他問懼(user license)與相關祖

作軟體的閑置、推禮 擴充、升融等，乃至於會官員作單興位眾服描使

用前屯將軍皆須但括部祠，而且是否有特殊需京師cc口1 :字盟軟體 ﹒

*圖書甜系統融體包括闢閩、組澀、系統版本JI轍，乃至新功能的國

增等.JIt件，當團會館有某種功能需索出現峙，價格計算方式也應一

阱列入考量 間的能增話害怕ddition s) 加強cnhancemcnts) 、調控

(tu n目)、瑚E電暫時 arrangemen時 ， 如需引哩略、版本到岫(system

vcrsion upgrade) 賀科時揖(data conversion) 、主睡時!B(migration)等﹒

*人且 除了主體管理人且，尚包當網路通訊、系統管理，以且各項主

按系統迎作的相關人民皆是 姐處理系統對用的行誼會計人員等﹒

*其他設施間珊的統備份設備(蚵越.J，'û磁帶償等同世設B曲等﹒

此外，更為重要的是，國會帕必須明確擅濟團會帽系統的各項計費方

式，乃至於計{圓圓鈍，都正須一一弄得奇妞 ，甚至白紙黑字記錄下來 ， 作為日

撞參考與被宜的位攝﹒至於甜甜的財耕狀況也必須{乍一定程度上仰體﹒

表l 圖書館系統費用封閉耗例

成本項目與級要 一站牌

間級成本 曲資料"喃

外頓成本 問電腦主體賽幽會館系統應

用軟體備用儲你設備

(甜甜習，機屆研

將柚由本

創人員、'"電網路絡
端使兩股幟如憫人種E

!iÐ‘印書安機等

館開由主樹區設費圓的

做系軸線過I't 司珊電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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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評鑑師叫11) 、方式!!'!'I!!點質益交錯與並重

首先就評鑑原則而言， Manifold提出了三項原則， I 分直得國曹個注意

與應用 以組攝耶位需求為觀園fOCllS o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以長期散益

爵士:(choose long-term o 'lcr short-term benefits ) 、相關lIIl品與使用者的參與

(involves 況aff and users throughout the processX益的 ﹒ 在評量方式的層面而冒

則是質量均重，尤實圖曹館系統的各祖J;!;f!t]l[應連一直核 確認.第二方面

則是有關評單方式. Slair 扭出 7群體訣盟國group consen叫，)、成本姐益分析

(costlbenefit analysis) 基準棚卸benchmark tesls)與計點評個問nt evaluation) 

等四種方到拉人) • 

在圖脅曲界， 上述四種方法皆植充分使用，只是階段不同、比重不間 ，

或重要間位釘所差異 伊個揖常採用的宜核表(checklíst)方式，即是一惘。至

於評直要點方面 團由館前就敢問(access) ，正確的accuracy) 賀科去隘化

(data redund:l.ncy) 、敢軒efficiency) 彈倒nexibility) ‘安全性(sccurily) 、管理

性.(manageability)等七大層面進行評壘，益相﹒圖書前在設計評單表恰時，依此

為革劇將各噴聖點分別納λ遣七大面向，藉此可以考量評核lIiJ點是否分佈均

衡，以及顱此失恆的映象 ﹒

五、 3f-鑑模式餌~實際應用與解說

在圖書館評鑑系統時，不問時期有著不同的重點困面向， 一曲而言可以

分為開啟使用、經臨終站、自足成熟興聯盟合作等四個階段，分述蚵下

←睡一階段開啟使用時間

開啟使用時期乃是圖曹館祖有白，胎化經臨鼓首次進行酒會館自動仕階

段，大部份圍 了穹甜皆以功能取向為m點，因而佳績的是個何暉用資訊科技於

圓白制各頃作矗立中﹒此一惜段，由於是第一在使用系統，並無任可經輯可

宮 ，圖曹個在評鑑系統時，皆以圖自曲本身作業需求為主，同時輔以咖國系

統彈冊為重點﹒因而在遣一惜段，國曾做評撞重點是將各庸作業需求化成各

項實酬斗技的瑚E 諸如系統架構作業系統反應時間‘適用組校各位

組作單功能有〈姐圖3A) 0 

仁司曙三階段經驅車團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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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l'l臨街7使用經騙後 ， 也發現國市甜自動化應以服務址t用者馮主﹒

此一階段有1點就由內部作單轉向至少+郁的各明史!用盡H~醋 ， 間時也。a:e廠商

服務的晶質與懲能 削個人化服輸個SDI)、電子期刊的引λ 網耳聽古與中

輔導﹒第二階段的研鑑重點 ， 實m科技仍是學足輕重，但是與服務、使用者

等層面並重(制圖3酌 ，抨鑑重點個參考服務、輯上且用自蟬的查詢興使用者

查詢的行偶Jl'..U-使用者自行繭的、借遷、揖伯等-

E揖三階段自足成無時間

厲害館自!11ft己能滿足團T鴨各項需求，卸的部作業自盟rit與外在的

廠務，同時與闢喵取呻吧!主的合作單是盟，而圖f穹館更形注種各明作樂與服務

的管理，制圖咒。此--11<';期評且前點時7由m 、福目 恤迪、踩閥、期刊控

制等關且的作單數置統計分析，也但括提供桔管理者各項分析輯是 個字車

流程分析、系統作業異動盟、網路流暈、系統直觀使用情酷等﹒

國第四油價聯盟合作時闢

在圖會咱自動化自足後，第四階段即遭λ圖曹館聯盟合作時期﹒自動t

zg-JL 祖國不再局限在學 圓白曲而已，訴求重點在於館際間的合作組館際互
"可旱，已

1:: ;;, , f甘、文獻{會鹽、古作眉目、合作甜甜體區等資盟共草眉目﹒此一階段在於蚓

何保持國會甜的自主獨立又能促成各噴合作取宜 ， 因而評錯電點在於各項

作單服務且哺隕間的由接、區分、直轄興追蹤個團3D所示﹒

A 以 IT 為主，明向 8 以 IT ‘磁務與使間有.噓

C 耳目前耐詞 D 以組險管翅與關紛肉t

眉3 評錐模式取向解4時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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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論與結1m

由齡每個單位組攝的噴噴、需*與人力絮世皆不有目間，值有一起共適的

評鑑標單可以前諸四海而皆準﹒因而本主只提出-1l'輔導慎也λ供避循、參

考使用，圖書館可但不同噴噴、需京的差異，而加入不同的要點，以產生不

同的評鑑蟬式由害與要酌，且不同的取向興重做個國3所示) 而國內團會館

自動仕正處的主第三‘三及第四階段間甜可過渡時期 ﹒就整個流程而言 ，組共有

三確立國胃聞自動化的M雙趨興 ， 控立許諾模式的面向內涵，以及醉鑑的

原則 方式與鹽助等﹒時此之外 ， 本主提出下列li-'li:獲題 ， 但圖書館評鑑系

統峙，作為額外的輯臨重參考﹒

←-lJíl!耳甜益與妞率

也許國的曲系統刀府E十分齊全、益大，但是圍曹值在評鑑系統時，必須

特別著且在戚本效率與盟益上﹒相同本主闡述揖討，在監個系統運作土，成

本有外臨興暉醋、一攻興持輔等不同頭別與區桶。如果園會制只挂置在外在

山 與一次成本上，常在使用後體現成本蜻益團敢率並有苟同手古預期目標， 克英以
i,:. '" 

F →田聯盟橫式運作的目圖書館緝捕更是個此﹒因而，在評鑑系統阱 ， 應特別留

軍軍體聶與持摺成恕的投入與咀槳，否則常是得不償失。尤以圖書館人員訓

輯、系統管理人員的絮賈興能力 ， 以及與廠商連繫溝通等方面，血為輯著-

l三庸章的等級與迫切性

也許圖曹曲系統可以速成許多國面的晶久以來夢想的的能作業，一個

Ann'認為 「電腦幢大的處理能力可以執行許多人昂的曾經作業﹒ J (紅十)但

聶封直得連囂的是，那溫作業或就推才是蘭會館揖需要的?揖宮之，圖曹瞄系

統的起胎目的興靶圍究竟為何。因而，僵持館首里前捏在居區分需眾的前要

性、葫貫性與優先順序，而才快告4米追求醋、炫、新潮、動悍的正加←

回份散風聞

第三要點是分散風峙，不要把所有的雄噩全部組在同一籃子內，由止是

不要把所有的作榮與ij6輯封惚中在m→甘團會聞系統上，就監體週作曲'*'

也不見得變致良好你聶榮﹒在lnternet 、 www與主從結構共同形成的環揖

下 ， 已經提供一個主開這明化 E迪性的平聲興串惘。latfonn and framework) 

犀礎 也最示國古閻冒T以應用的資 zn科按與正具日漸增多 • nn使國古甜墮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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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世位圖書館的方向撞撞，踩恥的賈施方式絕非只有圖們做系統踴 躍時lí1:撞

極而己 ， 也可tJ世主女賣料闡full te叫、索闢index and abstracI) 、目玖:，(Iable

of content)、引諸文獻(cilat ion )等不同方主組合而成﹒因而，圖曹甜面臨的困

揖木是「巧蹄艦為無米之故J .大可不必血注蟬 ' lí1:l)'l一盟中在樹其間醋的

伺服革服務端(scrver) ， 可聲問各項資訊技術以閱讀使用者踹(client )的曙間環

扭，壘成圖曹館的計單目聞輿要求﹒就現混發展而言，以使用者端壘盟的途

徑有三種(制圖4 至圖6 所示) 第 圖為純煦的Client '以此為體展模主兒， 一

曲而書 ， Clienl 必讀分擇原有Server醋的作榮與功能，電腦的，整體能力要求較

高 ﹒ 相對成本亦較高﹒第二種是以同層持吉合Se rve r 興Cli ent 為一棚 ， 但是

Clicnt 可叫曲也在見 Server 上， 不必盟中在同 Server上，卻可以蟬有E佳

的電腦f1g均，可視為另一國口Icn t ﹒單三種則是利用www興HTTP J;)l能，虛

擬連成一團口也肘 ， 但能力與靶圍有阻。

Strverl St....nl 

Stn~r3 Suvn4 

團 4 純然口lcnt 的發展模式

Strvtrl Stn'~r2 

Senu3 S拾n'tr.a

國 5 以Scrcr為基礎發展口!cnt 的機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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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回回曰:

國6 利用WWWl之HTTP 遂成的 Clicnt

四夥伴關係的幢費.J;j

在系統管理止， 一曲使用者與館且常無法釐清責任歸屬的問趟，尤其在

網路環單、聯盟運作體式與多家協力圖繭的相互空錯情形下，更是錯綜種

暉，甚至形成相互推訝的現象。也許系統管理取且貴耶位且千百責無旁貸的協

調盟貴，件明而來由1是極大的塵1) . 但是使用者及單位也應具備某些適當的

基本判斷常識與相關能白，以分悔、執行部份責任區爐，個此方會缸壘成捕時

聯盟的目的，而不是一味墮求系統管理‘協閱單位成睡商背負一切的實任﹒

然而，互信是一切剖乍的基施與開峙，如果聯盟成且無法信，可1夥伴的專單能

力，就更腔自食其力，結束古作關係﹒因為聯盟合作關係注重的是團障古

莘 作，帥柵欄間，是抽究相對均衡的。聯咖且不能糊糊捕事

lj1常識而不缺﹒草擇其何利之慮才溫守、執行.1Il方聖求聯盟協調III位或廠

商不'IIi {.t出，常形成彈起木均的現品，導致合作轄告失敗 -

E觀所制「開放資源 J .饋Gourl叮解釋，就是「依間本身E昆明免費使

用、讀敢 掉故與再I削種電腦閉臨國程肉"'"間 code and p昀tgram)J (位十一)。

另位 Raymond 的看法.1.用腔賀觀的發展揖式是所謂「市揖候說J (bazzar 

building developmcnt m吋他1) .具備聞組性的資跟共軍、共同盟展、傾聽不同聲

討捍特棚. {司1月l峙士傳統咀腦軟聞單的教會梅式(cathedral-building developmcnI 

m吋el)( li十二) .簡言之 ，是踩取一種十丹 >>1放宜的1拉開是什乍肯式，來設計電

腦軟體程式，以連成一種共峙的梧幅目標﹒項國現何國會聞自動化系統的前

塌，體乎揮家系統皆採取較重式的體展偵式在營運圖書館自動il系統﹒謹者

建議可以依蟬制抽僻l曲賀甜的企I蚓、共好等閑神為基礎，世廠商、使用者、

聯盟等不同角度來共f'iJ經營自IIJfl系統， 起成員，而非個E准接﹒

l1ilI圖，館團應用的控能與組能

扭身在現今現現下，組雜度遠比以佳更具臨戰性，圖書館員應具備的技

能與知能也省所不同﹒許多士獻皆指出電腦網路方面的常跟能力已是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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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符莖

關布會建設團會制自動化系統的傑機前強橫式 ,It 

船員必備噴目之一﹒削果是一步禪λ探討國內釘關圖曹館自動此主題方面的

文獻 ， 不扭扭現總是圍繞著賣暫時4役的議題絕大多數未對實輔間闊的順iI!1

加以聽掘，或提出且間的解訣肯案。無而闡明館自盟rltli'一種體官不同作盟

與個務領攝的綜合帽，從圖曹甜的聞單 騙目、流通、目揖查詢，乃至於新

進電子賀輝、電腦網路等實訊、技衛皆包羅其中 ， 但是圖會館員只會鍵問

題 9 而且提出的問題具有正本滑源骯酹賀，現只是擅出擇面性、jJ:m而非、

佼棚魚島的問題?有提出具體的解快m拉國能力。實際上 ， 國會聞自IIrlt是

團與國曹骷攔係+分緊品的作單工具 . +分調究實輔作業﹒過說圓明館員

使用不科學方法找出問恆的本啞 ， 正指背輯地加以動脅 ， 提出輔佐的中立客觀

控蝕與特古祖輯的臨蠶方式，合理8月躍由興說明 ， 以且可行的解前方案 ， 以

不1)系統管理單位、電腦技術人員，乃至於系統廠商i是曹臨助﹒

一臨走來，圖曹館自監例t潮服從團會館內部作棠，運河研1M展至外部的各

項服輯﹒伊而圍內圖暫聞自動仕也隨著網際網峙的興起 ， 範咱也世取一圖書

館攝展至網時上的各項電子賀觀，而圖曹船員的技能與個能Jl!lII!興時並堪，

有可盟墨守成規，割地自限﹒本主懂提出一套憬擎的評直模式，祈在圖書個系

統評鑑過程中，圖曹館能依本身現現帶來制訂出適用模式的面向與內蝠 ， 進

而對置擇與評躍系枷均有所助益﹒

附記

首先唔謝南亞技備學院圖書館E潮東基先生捌具有關資訊系統研古方面的

相關參考占料躬 ， 本士係值攝下列文章為嘲糊體而且﹒

關亞軍. (迎立圖自館自動 t卉統的標單評估鑑間卦，在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的針鋒展友系統轉換研討會( 頁 7-30) .中華園曹資訊館際古作協會第五屆

學備活動聲且會與控江大學置對ε意圖書館聯合主帥 ， 民閻明年10月 26-27

目﹒莓北說*淡江大學溫水極圈恆生圓臉會議蟬﹒

仰註

ji- F.w. Lancasler. "Second Th叫叭的 on the Paperlcss 50叫y，" Library JQumal 

124: 15(1 999):49-50 

此二 C. Rusbridgc , "Towards the Hybrid Library," D-Lib Magazine , (1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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