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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選擇。 

○2 專卷分類表：如果只是想瀏覽某一類別的專卷，沒有一個明

確的主題，無法由「卷名字串搜索」查得詳細的資料，此時就可利

用「專卷分類表」依類別來查詢所需資料。 

(3)我的剪報： 

「我的剪報」是一項個人資料管理系統，可以讓你將自己感興

趣的議題存放在你所設定的夾報中，方便你隨時閱覽。裡面還提供

「新增」、「分卷」、「刪除」、「更名」等功能讓你能更有效率的管理

你的剪報，而且還有「匯入外部資料」讓你把其他媒體的資料也一

並納入，使你更靈活的運用你的剪報夾。 

(4)自動剪報系統： 

你可以針對需要的資料，設計完善的檢索策略，此後每日的新

聞便會自匯入到指定的剪報夾中。 

 

專文 

他山之石，可以為鑒--一個圖書館工作者的沈思：以參加

「1996 年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為例 

特藏組  謝鶯興 

前  言 

我們都瞭解到，現今是個知識爆炸、科技日新月異的時代，我

們要如何自處：是安於現狀？是不斷地學習新知識？或者是儘量藉

由電腦的輔助，以完成個人的工作？身為圖書館工作者，已面臨必

需思考的時候了。由於工作性質與個人時間安排的因素，較少有參

加館外各項研習的機會。而圖書館界所舉辦的各項研討會議，正是

提供每個人自我學習與成長的最佳場所。藉由參預各種的探討集會

裡，我們除了可以學會許多新的觀念與工具的運用外，更可以在這

樣的場合中看到各館的進步與缺失，所謂「他山之石可以為鑑」，用

意正是如此。 

在所參加過的研討會中，以民國 85年 11 月 4 日至 6 日，在台北國家圖書館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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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的「1996 年海峽兩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流會」會議印象最為深刻，大會

共安排 27 篇(其中有二篇沒有書面資料)論文，分成五個主題：1.檔案及微縮

管理個案實務報告，2.檔案管理暨微縮新技術的探索，3.各類檔案史料的研

究與其應用，4.各類檔案的維護及其保存技術，5.檔案管理現代化諸問題的

研討。 

雖然這次大會所討論的內容，今日看來似乎已是事過境遷了，但身為圖

書館工作者，有幸聆聽這種研討會，三天中也獲得不少的心得，個人認為

仍值得透過文字的陳述，配合《館訊》的「圖書館員」主題披露出來。全

文分為：一、論文內容--依議程五大主題介紹；二、個人心得--分 1.館藏政

展的擬定，2.管理方法與工作流程的修定，3.館藏特色的發展，4.檔案資料

的管理與自動化，5.館員的再教育等五個方面說明；三、以旁觀者角度來看

大會在論文的提供、議程安排、與接待庶務等三方面的問題。 

壹、論文內容簡介 

本次會議是由「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主辦，該學會雖然迭經

兩度易名，但其創立之宗旨乃為：「建立科學縮影制度，促進資料安全管理，

研究縮影學術，並促成其法律地位與社會信心」，都是「以資料處理縮影和

資訊縮影管理為範圍」。在這一種的理念下，本次所宣讀論文的五大主題內

容，是希望能藉由實務與學術的結合，對於各館的檔案典藏與利用，檔案

的管理與再生，都能各得其利，共存共榮。以下即依五大主題順序介紹。 

一、檔案及微縮管理個案實務報告 

這個主題基本上著重在管理方面的實務經驗，從理論上看，應當是實務

工作者的心得報告。但是綜觀安排在這一主題中的 9 篇論文，能完全與其

相符的不多。 

1.謝嘉梁的〈台灣文獻史料館館藏發展政策之研究〉，是為了建立該館

的館藏特色，發揮史料功能，提供學術研究，所擬定的館藏政策與未來發

展的走向。 

2.簡笙簧的〈國家檔案館建築規劃原則芻議〉，是以一個檔案工作者的

立場，提出理想中的檔案館，所該具備的條件。但在自動化走向的前提下，

該文對於「地點的選擇」條件，已不再是當務之急；部分規劃原則，仍有

可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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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樹三等人的〈經建檔案管理記實〉，所介紹的內容，基本上偏向該

館的作業流程，或可說僅將該館作業流程用文字的形式表現出來。但張樹

三等人非該單位的管理人員，所宣讀的文章，也非是撰稿者的實務經驗。 

4.王明生的〈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舊藏資料保存、管理與利用〉，介紹

該館微縮資料的來源、製作及管理與利用。王小姐是該館參考組主任，雖

然是該單位主管，但就單位內的工作來說，似乎實務經驗不夠，也未真正

用心的去瞭解。從該論文在宣讀之後，大陸代表提出了：「微縮與光碟如何

互轉，從微縮所查到的資料，如何轉入光碟」的問題時，雙方在對答上，

並無交集，可說是答非所問，也由此看出實務經驗不足之處。 

5.劉維開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會議史料的內容與運

用〉，基本上是介紹這些會議史料的內容，及為配合使用者的需求，已將部

分史料編印、發行。劉先生是該單位的主管，所報告的內容，反是較接近

「檔案的研究與應用」，而非談個人在管理上的實務經驗。 

6.朱浤源的〈國防部檔案的管理與使用〉，是以一位使用者的角度來探

討檔案的現況與內容，檔案的管理與使用，同樣是偏向「檔案的研究與應

用」，不是個人的管理實務經驗。 

7.王淑貞的〈台灣博碩士論文檔案微縮重製之著作權整合經驗〉，顯然

與本主題稍有關聯，但與「檔案管理現代化」及「檔案的維護」兩者的關

係較為密切。由於王小姐是實際負責「台灣博碩士論文檔案微縮重製」的

工作者，提出了她在工作上所面臨到的問題，以供大家參考與思考。 

8.大陸地區代表趙雲鵬的〈遼寧省檔案館典藏歷史檔案及其開發利用述

略〉，主要是介紹該館館藏檔案的內容。對於檔案整理，則側重編製科學的

檢索工具。同時在文章中，也說明、列舉學者利用該館檔案資料，所作出

來的研究成果。這種整理館藏資料並製作檢索工具，留意並蒐輯利用館藏

資料得到的研究成果的方法，是值得我們學習。 

9.宓孟秋的〈OA 條件下的文檔一體化全文管理〉，主要是說明利用辦公

室自動化系統的優點，除了可加速文件的傳遞外，對於文件的歸檔與利用，

更加便捷、容易。 

二、檔案管理暨微縮新技術的探索  

此主題基本上是藉助電腦技術，探討檔案管理。就管理者而言，一方面

需考慮到檔案的儲存空間以及管理技術，一方面又要考慮讀者使用的方便



專文 

 5

性。因此利用電腦就成為另一種考量。但是電腦的利用，也要考慮到儲存

的空間、保密性(指檔案的維護、修改及機密等級)，檢索的方便性與資源共

享的前提。 

1.陳志誠的〈二維編碼法在檔案管理中的作用〉與賀立維的〈物件導向

光碟檔案管理系統〉二篇，即提出了他們認為如何運用現代科技，來處理

上述的問題，使能更快速的整理及取出文件資料，降低資料保存費用及空

間，縮短公文流程及資源共享。 

2.吳相鏞的〈微縮與光碟--敵乎！友乎！〉，則簡略地說明了微縮與光碟

在作業上的對應關係。 

3.大陸地區代表趙秋弟的<縮微技術是實現檔案管理現代化的重要手段

>，除了介紹縮微技術在大陸的發展現況外，並提出了檔案縮微工作上的若

干問題，探討光碟技術會不會取代了縮微技術，以及縮微與光碟兩者，在

目前法律上的地位問題。 

4.郭建平的〈在機械工業技術圖紙管理中應用縮微技術的研究與實

踐〉，根據機械工業技術底圖管理中所存在的問題，比較了縮微技術與光盤

技術的優缺點之後，再做了說明。首先介紹機械工業技術底圖管理的現狀，

再提出縮微技術底圖管理現代化的重要手段的理由，最後提出推廣應用縮

微技術的措施及實際效果。但對於已製成微捲的圖紙，銷毀程序的設定(涉

及微捲品質與重製的問題)，微捲製作品質的維護及驗收，兩者似乎說得不

夠明確。 

三、各類檔案史料的研究與其應用 

此主題基本上是在討論史料的研究與應用，主要是學者或使用者，針對

檔案所蘊藏的史料性質，各自提出他們認為這些史料在研究或應用上的見

解、經驗。當然，也有部份管理單位，就他們所典藏的檔案史料，提出管

理者對這些資料的認定及可供研究的範圍。 

1.王明生的〈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舊藏資料保存、管理與利用〉、劉維

開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會議史料的內容與運用〉及大

陸地區代表趙雲鵬的〈遼寧省檔案館典藏歷史檔案及其開發利用述略〉等

三篇，即是管理者就各館所藏的資料內容，提出他們認為可提供研究的範

圍。 

2.朱德蘭的〈從日本軍方檔案資料看日軍占領香港及破獲諜報組織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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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即是利用日本軍方檔案、大陸與台灣地區典藏或整理成果，討論日軍

占領香港的經過、華人在香港的諜報組織與抗日活動、日軍偵破抗日諜報

組織之實況等方面。 

3.張力的〈檔案利用與抗戰史研究的新方向〉，除了簡略介紹台灣地區

幾個收藏抗戰史檔案的館藏特色外，並提出了從事抗戰史的研究，可以思

考的幾個方向，最後也批評部份典藏單位的缺失。 

4.大陸地區代表朱榮基的〈檔案史料與歷史研究〉，提出檔案史料包含

的原始性與記錄性，檔案存在的幾種情況，以及史料完整性的認識。 

5.楊中一的〈雲南民族宗教檔案述評〉，則說明雲南各民族宗教的形成，

民族宗教檔案的產生、範圍、種類、特點及其價值與意義。 

6.方傳讓的〈昆明城市近代建築史考研究簡介〉，就 1992 年城建檔案館

針對「兩路沿線地區」與「海洋地區」兩城區所進行的近代建築實物調查，

所建立起來的建築實物檔案，從歷史、類型、風格考究及對城市發展的影

響等幾方面，做全面性的介紹。 

四、各類檔案的維護及其保存技術 

此主題則針對檔案的維護及保存技術而言，以大陸地區代表所發表的

論文為主。 

    1.王信功的〈鹵化銀影像檔案的保存〉，討論的範圍，包含所有利用照

相攝影、縮微攝影、Ｘ光攝影等技術，在鹵化銀膠片上所形成的影像，在

保存時可能會產生的問題，以及影響檔案保存的因素，並且提出他對於這

種檔案保存的一些意見。 

2.許士平的〈新型載體檔案及其保護〉，先說明所謂的新型載體，是指：

感光記錄材料 --照片(底片)檔案、磁性聲像記錄材料 --錄音與錄像檔案、數

字磁記錄材料 --機讀檔案、機械錄音材料 --唱片檔案、激光記錄材料 --光盤、

重氮複印材料 --藍圖及重氮膠片、靜電複印材料 --靜電複印件、感熱記錄材

料 --傳真文件等幾個種類。接著說明這種新型載體檔案的特點以及保護方

法。 

五、檔案管理現代化諸問題的研討 

此主題是在談論檔案管理在現代化的一些問題，凡是不屬於上述四個

主題，就歸置於此類之中。 

1.張國榮的<如何從文件檔案應用的角度來選擇文件影像管理系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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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個電腦專業人員的角度，來談文件檔案的管理。他首先說明文件檔案

的特性，再提出文件檔案在應用需求上的考量，接著分析文件檔案影像管

理系統的分類，以及如何從文件檔案的應用角度來選擇文件影像管理系統。 

2.黎漢林等人的〈網際地理資訊系統的研發及旅遊資訊網設計〉，先對

網際地理資訊系統做了回顧，再提出網際地理資訊系統設計的系統架構、

系統環境及設計方法，並以交通大學地理位置為例。這種資訊系統似乎與

檔案管理暨微縮的主題並無關聯，但由許士平的〈新型載體檔案及其保護〉

所談的新型載體檔案觀念來看，網際網路所提供的，也是另一種檔案。 

談了那麼多關於檔案管理的問題，若忘了所有的自動化及現代化器具

的運用，都與人有關的話，那就失之東榆了。 

3.路守常的〈檔案人員專業訓練現況與發展〉，就針對這一部份，介紹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創設檔案管理專業訓練班，培養檔案專業人

才，改進檔案管理實務。其作法是以專業技術為主，基本理論為輔，使文

書處理程序與檔案管理程序，現代檔案管理作業技術與最新科技產品機具

使用技術相結合。 

4.大陸地區代表丁文進的〈要重視檔案術語的研究〉，則針對術語運用

的差異性，所造成的不便。認為術語既然是各門學科的專門用語，其認識

和交流功能，對認識客觀世界，鞏固傳遞知識，積累交流信息，促進科技

發展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提出了檔案術語的重要性，以及他對於檔案術語

的一些看法。 

貳、個人心得 

在這 27 篇論文的宣讀 (包含二篇沒有書面資料)及討論中，個人認為有

部份的觀念或作法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所謂「他山之石，可以為鑒」，茲分

成幾個部份敘述於下。 

一、館藏政策的擬定 

館藏發展政策，是任何一個典藏單位，除了配合母體機構的設置需求

外，凡是想要建立起自己館藏的特色，以及在同業間的地位時，都應思考

的問題。東海大學圖書館從創館以來，即號稱全國首創開架式圖書館，並

以所典藏的資料豐富為自豪。四十一年來，並未真正見到本館的館藏發展

政策，與館藏發展政策相關的辦法、條款，除了「汰書辦法」曾經過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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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幾次討論，議定形成文字(惜尚未真正訂案實施)之外，其餘大都闕如。 

就此一前提來看，謝嘉梁的〈台灣文獻史料館館藏發展政策之研究〉

與王明生的〈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舊藏資料保存、管理與利用〉二篇所提

的館藏發展政策與各項辦法，可供參考。美中不足的，此兩篇文章在談及

製定辦法時，沒有說明他們的考慮方向，以及為何要如此決定的原因，來

供人參考。 

二、管理方法與工作流程的修定 

當前圖書館經營方式，仍以「服務」為導向。然而「服務」的觀念，

實際上包含了：1.館舍空間的運用，光線、溫度的適中，2.工具、工具書的

編製與完整的提供，3.工作人員的服務態度、專業素養、服務的精神等方面。 

雖然管理者與使用者對於館藏資料的看法各異，但兩者間如何取得平

衡點，使既能保存資料的永久性，又能讓典藏的資料發揮到最大效果，就

有賴我們用心去思考。 

就管理與運用這個方面，王明生的〈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舊藏資料保

存、管理與利用〉與朱浤源的〈國防部檔案的管理與使用〉二文，則提供

了我們思考的空間；再配合趙雲鵬的〈遼寧省檔案館典藏歷史檔案及其開

發利用述略〉所提供的觀念：「呈現館藏內容，製作檢索工具或資料庫，並

蒐輯館藏資料使用者的研究成果，突顯出不同於他館的特點」，也就是推銷

東海大學圖書館的特藏，維護傳統特色，將能建立起圖書館界的特殊地位。 

就各組室的作業流程，如何使其合理化，減低時間與人力的重複或浪

費，加強讀者的便利性，張樹三等人的〈經建檔案管理記實〉的工作流程

記實，足供本館從文件收發，公文流程，書籍採編、登錄、建檔、上架及

流通等參考之資。 

而簡笙簧的〈國家檔案館建築規劃原則芻議〉則提供我們對於館舍空

間的運用，館內動線及光線、溫度在重新規劃的參考。尤其在目前本館面

臨空間不足的窘境，如何調整與利用，使在重新出發之後，能最有效率的

使用，至少在五年內不需再做更動。 

三、館藏特色的發展 

 就此次會議的「各類檔案史料的研究與應用」主題來說，提供了二個

發展東海圖書館的典藏特色的可能性。 

    1.現有典藏基礎的擴充。如：校史文獻的徵集、建立徵集的辦法或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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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中國教育事業的文獻，徐復觀先生或當代新儒家研究文獻，以及

各類文獻資料的建檔等特定主題的資料蒐輯、典藏。 

    2.資料庫的建立。編製工具書是館內同仁的工作成果，也是提昇服務品

質與形象的另種方式。在利用最新電腦科技做為服務導向的自動化前提

下，除了藉由網路利用他館的資料庫之外，建立各類型的資料庫，也是可

以發展的另一方向。如陸委會近年來編製的《台灣地區館藏大陸研究書籍

聯合目錄》與《大陸期刊聯合目錄》--紙本式及資料庫二種方式的作法，就

是很好的案例。本館限於經費的因素，當然無法大手筆倣效陸委會的方式，

但將本館典藏具有特色的文獻，利用現有人力，日積月累的建立資料庫；

或針對部份紙本式的工具書，不能配合現況或不能有效的運用部份，利用

電腦蒐輯相關資訊後，建構成資料庫，讓讀者花最少時間，而獲得最大資

訊，這也是可以嘗試去做的事。 

四、檔案資料的管理與自動化 

所謂圖書館自動化，大都停留在利用電腦來管理大宗的資料而已，並

未能真正去探討自動化的用意與目的。尤其在自動化的規劃方面，並沒有

針對各館的需求提出配合該館的合理設備。只是一味的使用最新的科技，

或是因他館有這種設備，本館也必需擁有，才不會落伍的心態作祟而已。

事實上，電腦設備在理論上說，最新的硬、軟體是可以增加工作效率。但

使用者的不懂，或使用不當，都不能真正的發揮這種工具的最大效率，只

是造成「大而無當」的反效果，甚至是增加工作者的負擔罷了。 

就此一問題來說，張國榮在〈如何從文件檔案應用的角度來選擇文件

影像管理系統〉所提出的，先了解文件檔案的特性，再提出文件檔案在應

用需求上的考量的作法，讓我們必需重新思考本館所典藏的資料性質，作

業流程與他館不同的特殊性後，再提出自動化軟體所需的配備、檢索點的

設定需求。 

五、館員的再教育 

面臨資訊爆炸的時代，圖書館工作者的在職訓練與再教育的問題，已

是刻不容緩。當然，不能要求所有的館員，可以全方位的服務，都無所不

懂。反倒是每個人，都要建立起自己的專長，就自己所能或可以的範圍，

儘量的涉獵或蒐輯相關資訊，成立個人的資料庫，就可以做好讀者服務。 

但是要如何認清自己的專長，建立起個人的專長，這一問題涉及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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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教育(在職訓練 )了。所謂的再教育，可分三方面來說，一是鼓勵館員選

修相關領域的學分，或儘量參加圖書館學會主辦的各類訓練、講演，或參

加相關領域所辦的各類型會議；一是邀請相關領域的專家、學者來館講演，

或舉辦校內、外人士的論文發表會，或倣效早期本館舉辦有關圖書館事宜

的徵文比賽、討論會；一是商請校內各科系的老師，安排固定時段，參預

館內的參考諮詢工作，藉由他們的學科專業背景，館員在合作期間，逐漸

了解不同領域的專業知識，並建立起個人的專長。 

所謂的「服務」，不僅僅是電腦的硬、軟體充實，工具書的編纂而已，

對於館員的素質、工作能力與工作態度，亦即服務精神的了解與實踐，也

要有配合的措施。若能加強館員的再教育，不但可以建立個人的專業，也

可以發揮個人的能力，更可以做到服務品質的提昇，提高圖書館形象。 

參、檢討 

相信參加任何研討會之後，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心得：或贊許

會議的成功，或訝異經費的充足，或評論該場會議的缺失等等。個人也提

出此次會議所見的幾點小缺失，或可作為本館舉辦相關活動的參考。 

一、論文的提供 

也許是從未參加過外界的會議的緣故，原本以為，會議既然訂有議程

及議題，理所當然的，會議的相關資料，應該要先發給與會人員。各人先

閱讀或了解會議主題及內容，在會議進行時才能參預討論。但事實上，這

次會議的所有資料，是在報告時才能拿到手，當然就不能事先閱讀；論文

宣讀後，理所當然也不能深入的討論。 

其次，翻閱手上的資料時，發現兩個小問題：第一是論文題目，與「會

議日程表」所載，有六篇不盡相同。可能原先在邀稿時所擬定的，與實際

寫作時做了些修定的緣故。而大會也沒有做訂補的相關事宜。第二是議程

載明，總共要宣讀 27 篇論文，但所得到的資料，卻只有 25 篇。其中〈姚啟

聖宋淏佚文的史料價值〉一文，據王國華先生所說，因時間因素，準備不

及，改為口頭介紹「北京市檔案館」；〈港口下放以後檔案工作的思考〉一

文，康成先生並未說明任何理由，僅口頭報告了大陸「交通部檔案館」的

概況。這兩篇報告，並無書面資料留下，顯得美中不足。 

二、議程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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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議程來說，安排三天的論文宣讀。實際上，第一天安排三場，共三

小時，宣讀十一篇論文；第二天宣讀論文僅在上午安排二場，而且還從十

點才開始，在短短的二個小時中，做了七篇論文的宣讀；第三天安排三場

二個半小時，宣讀九篇論文。其他時間，全都安排大陸地區代表訪問、座

談，其它與會人員則不能參加該部份活動。 

以論文宣讀討論來看，行程相當緊湊，無法真正的深入探討，也沒有

時間和宣讀人進行意見心得的交換。似乎會議重心在於招得大陸地區代

表，並不在於論文的宣讀、討論、研究或實務經驗的交流。 

三、接待庶務 

一個會議的成功與否，會前的議程及與會人員的安排相當重要。會議

期間，會場的布置，茶水的供應，食宿、交通問題的提供與解決，更是使

參加者能否有個舒適的環境，安心的開會，不需東奔西跑，或操心此類問

題。 

此次會議茶水的供應就顯得不足；第一天的茶點招待中，亦無提供擦

手的用品，現場就聽到十幾位參加者抱怨。花了那麼多的心血與金錢辦了

大型活動，卻在這種小地方節省，造成參加者的不滿，是多麼不值得的做

法！ 

結  論  

 「他山之石，可以為鑒」，不論會議給他人有何感受，就個人而言，是

見世面的好機會，不但對於檔案資料與管理有進一步的認識，最重要的是，

藉由參加研討會，聽取了有助於日後工作業務的進行。尤其是了解到進入

圖書館服務至今，個人在工作上的作為與方法，基本上並未呈現落伍或違

反時代潮流的趨勢。因此個人認為，類似的會議或講演，可以多鼓勵館員

參加，就投資報酬率來說，絕對是值得的。 

 

館務工作 

90 學年度圖書館採購 WWW 版電子資料庫概況 

期刊組  鍾素明 

本（90）學年度圖書館採購的 WWW 版電子資料庫截至 2002 年 1 月底

止，合計約有 93 種。此 93 種中，全文型（含具有超連結全文功能者）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