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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圖書館與各學門正經歷數位時代的重大轉變。如何在轉變的同時，適應並協調各學科在教學

上、研究上以及學術傳播上不同速度與不同類型的改變，對圖書館而言是一項挑戰。 

一、 "改變"是數位時代圖書館的生存之道1 
（一） 要從深度的思考開始改變，認知未來圖書館在大學裡的角色是不確定的，並且會與以往

大不相同。 
（二） 要思考我們的核心事業為何？未來的核心事業將是 "人和知識”，而絕不在於圖書。 
（三） 圖書館的營運、服務、資源、人事和經費都需重新加以再造。 
（四） 重新檢討圖書館的空間的使用，並重新規劃、設計、佈置圖書館的環境。 
（五） 圖書館須參與學校數位化出版計畫。 
（六） 領導者必須能夠領導、具備展望未來的視野且能自信地往前邁進、對生產者充份授權，

且排除表現不良者的權力、要成為風險導向者，而非風險厭惡者。 
二、 研究圖書館再思考2 
（一） 研究圖書館是為了支援學術研究而存在，對已出版之研究成果卻無有效方法可進行系統

化之監管或整合。 
（二） 具高度影響力之文本能使學者進入新的研究計畫，卻可能在研究過程中被掩蓋，無法見於

最終產出之學術成品。 
（三） 學者會參考各種不同範圍主題領域的資料，然而許多資料散佈各處，不容易彙整，也可能

超出他們所知悉的研究資料集。 

三、 研究圖書館的危機3 
   今年七月出版的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Rick Anderson 提出研究圖書館危機的

警訊：讀者真的不像以前那樣需要圖書館員了；圖書館員的服務，即便是免費的也沒有讀者跑到

圖書館的時間值錢。 
 
貳、由相關研究報告看未來發展趨勢 
一、 Faculty Survey 2009: Key Strategic Insights for Libraries, Publishers, and Societies ( April 7, 

2010 )4 
（一） 由於學術資訊使用方式的快速變遷，導致學術圖書館逐漸被排除於研究歷程之外，使其

核心功能面臨與學術研究脫節的危機。 
（二） 教研人員逐漸適應數位化的學術資料，為圖書館找到新的服務機會，為出版商開啟新的

商業模式，並為文獻資料的保存帶來新的挑戰。 

                                                       
1 Dr. Rush Miller 2010 年 5 月 14 日於台大講演 “Beyond Survival: How Can Libraries Maintain Relevance in the Digital Age” , 提出六項改變的想

法。 
2 Carole L. Palmer,Lauren C. Teffeau & Carrie M. Pirmann. Scholarly Information Practices in the Online Environment: Themes from the Liter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Library Service Development. 2009. http://www.oclc.org/research/publications/library/2009/2009-02.pdf 
3 Rick Anderson , “The Crisis in Research Librarianship”,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Volume 37, Issue 4, July 2011, p. 289-290. 
http://content.lib.utah.edu/cgi-bin/showfile.exe?CISOROOT=/ir-main&CISOPTR=60090&CISOMODE=print 
4  Faculty Survey 2009: Key Strategic Insights for Libraries, Publishers, and Societies, 
http://www.ithaka.org/ithaka‐s‐r/research/faculty‐surveys‐2000‐2009/Faculty%20Study%202009.pdf   



（三） 儘管出版商、學術社群、圖書館員、教研人員與其他相關人士致力重建學術傳播體系的

各個面向，根植於教育界與學術界的保守態度仍阻礙整體架構的改變。 
（四） 圖書館在教學支援、研究支援與入口網站方面皆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對受調查之

教研人員而言，圖書館在圖書資料採購方面之重要性則遠超乎其他功能。 
（五） 2009教研人員對其所屬大專院校圖書館之依賴程度皆高於2006年，且其中有部分項目甚

至達到2000年以來的最高峰。教研人員對圖書館的採購功能更加關注。特別是在當前拮

据之經濟環境下，此一功能對他們更形重要。 

二、 Ithaka S+R Library Survey 2010: Insights from U.S. Academic Library Directors5 
Ithaka S+R持續關注圖書館戰略、服務與館藏的變遷，並提供組織成員關於圖書館未來發

展的資料與分析。2010年秋， Ithaka對美國大學圖書館長實施了一項調查，目的在於瞭

解圖書館的戰略方向，以及在服務提供與館藏方面的見解。2009年Ithaka曾實施過相應的

教師調查。更早在2006年也曾分別做過教師和圖書館調查。研究發現: 
1. 關於戰略與領導 

(1) 大部分調查對象認為，他們的圖書館並未為滿足使用者對服務和優化管理館藏的需求做

了足夠的戰略規劃。35%認同“本館具有良好戰略以滿足變化了的用戶需求與研究習

慣。” 近半認為他們具有所需的全部資訊，足以決定什麼時候剔除具有電子訪問權的印

刷期刊。 
(2) 館長們對研究與教學支持及促進功能預設了相當高的戰略優先順序（90%期望五年內會

變得重要），與此同時在某些情況下逐漸脫離館藏採訪與保存功能（近80%期望五年內

萎縮）。 
(3) 在高等級戰略與預算優先之間有許多重要分歧，說明館長在某些情況下不能完全執行心

目中的戰略方向。 
2. 關於服務提供 

(1) 館長視支援教學為其主要目標之一。94%說他們視向大學生教授資訊素養技能為圖書館

十分重要的職責。他們也願意與教師更緊密合作，支援教學。然而，相比之下只有很少

教師重視圖書館的教學支援職責。 
(2) 館長相信具有戰略意義的是用戶視圖書館為發現過程的主要起點。由於認識到師生越來

越依賴於館外資源來發現資訊與內容，他們願意在發現工具上做更多投資以幫助用戶。 
3. 關於館藏 

圖書館做為資料購買者仍具有重要地位，無論是館長優先考慮其開銷，還是教師看待圖

書館。電子期刊在預算中最為優先。 

在重要議題上，館長認為支援教學與研究為學術圖書館最重要的使命。但教研人員與館長

對圖書館在教學功能上的認知差異，突顯圖書館與讀者間需要更多、更深入的溝通。 

三、 高校圖書館能為研究提供哪些支援？ 
研究人員與傳統圖書館以及大學的關係已發生徹底的改變。由於時間的限制，他們  通常

偏好最適度、而不是最優的解決方法，在這種情況下，圖書館再以提供優質資源為號召，吸引

力是有限的。 
研究者關心的問題及解決途徑（資訊工具及支撐服務）如下:6 

 

                                                       
5 Ithaka S+R Library Survey 2010: Insights from U.S. Academic Library Directors , 
http://www.ithaka.org/ithaka-s-r/research/ithaka-s-r-library-survey-2010/insights-from-us-academic-library-directors.pdf 
6 A Slice of Research Life: Information Support for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 2010. 
http://www.oclc.org/research/publications/library/2010/2010-15.pdf 



1. 對資助機會的把握， 
2. 智慧財產權管理和商業價值的開發尋找潛在合作者，擴大自身被發現的可能檔案、資料

集的管理與存儲， 
3. 對大文本和資料檔案的分析， 
4. 提高資訊檢索與管理技能， 
5. 引文管理， 
6. 選擇出版商或選擇傳播形式， 
7. 對晉升職位和終身教職的支持， 
8. 職業聲望， 
9. 對預印本、出版物和後印刷本的管理。 

      因此， 
1. 易用、高效的工具和服務更受研究人員青睞， 
2. 電子期刊的出現正在重塑資訊環境和研究過程， 
3. 研究人員普遍缺少存儲、維護、檢索檔或資料集的管理策略， 
4. 學術網路建立在人際關係之上， 
5. 圖書館必須宣示並開創自己的未來。 

 
四、JISC. Towards a profile of the researcher of today: what can we learn from JISC projects? 

虛擬研究環境與數位典藏計畫的重要發現7： 
（一） 不同學科有不同需求， 
（二） 艱澀的系統成為使用上的挑戰， 
（三） 隱私權顧慮， 
（四） 倡導、推廣、宣傳與行銷有其必要。 
 
五、The Digital Information Seeker: Report of the Findings from Selected OCLC, RIN, and JISC User 

Behaviour Projects 
（一） 一般發現 

1. 科際之間的差異存在於研究者和學生研究行為中， 
2. 電子期刊在各個研究層級的各階段都增加了重要性， 
3. 研究指出 Google和其他搜尋引擎已成為使用者找資料的重心， 
4. Google經常被用來尋找和取得電子期刊內文; 但是，資訊從發現至傳遞的過程需要資訊系

統的支援，和資源的獲取， 
5. 過期的電子期刊在取用方面也產生了問題。 

（二） 對圖書館的啟示 
1. 圖書館應提供不同需求與行為的使用者不同的服務內容， 
2. 圖書館系統必須提供無縫隙、可及性的資源獲取， 
3. 圖書館員必須考慮大量不同種類與格式的數位資訊， 
4. 圖書館提供越多不同種類的數位資訊越好， 
5. 圖書館必須因應不斷改變的使用者行為做好資訊系統與內容的準備， 
6. 由於使用者對於搜尋引擎的熟悉與習慣使用(例如：Google、Yahoo、Web services、

Amazon網站)，圖書館必須學習它們的呈現與運作方式， 

                                                       
7 JISC. Towards a profile of the researcher of today: what can we learn from JISC projects? 2009. 
http://ie-repository.jisc.ac.uk/418/2/VirtualScholar_themesFromProjects_revised.pdf 



7. 高品質的後設資料對資訊資源的發現越顯重要， 
8. 圖書館必須向社群行銷圖書館品牌、價值與資源。 

 
六、2010 top ten trends in academic libraries: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 

美國大學和研究圖書館協會在2010年高校圖書館十大發展趨勢中指出:8 
1. 高校圖書館館藏的增長是由讀者的需求來驅動的，它將包括新的資料形式， 
2. 預算的挑戰將會繼續，圖書館將繼續受其影響， 
3. 高等教育的變化將要求圖書館員擁有多樣化的技能， 
4. 責任感和評估的需求將增加， 
5. 圖書館特藏的數位化將增加，並要求有更大範圍的共用， 
6. 移動設備和應用“爆發性”的發展將推動新服務專案的出現， 
7. 協作的增加將擴大圖書館在校內外的作用， 
8. 圖書館將繼續帶領和發展學術交流和智慧財產權服務， 
9. 技術將繼續改變圖書館服務和所要求的技能， 
10. 隨著圖書館實際空間的重新安排和虛擬空間的擴大，圖書館的定義將繼續被改寫。 

 
七、The Horizon report 20119 
（一） 數位媒體素養在各領域的專業訓練上逐漸增加了它的重要性。 
（二） 新型學術著作、出版和研究方式的出現也產生了新的評估指標。 
（三） 經濟壓力與新的教育形式對傳統的大學發展模式帶來了空前的挑戰。 
（四） 如何在快速增長的資訊量、軟體工具和設備環境下保持穩定的步伐是老師和學生們共同

的挑戰。 
 
參、 學術傳播的定義與功能? 
一、 學術傳播的定義  
（一） 學術傳播為一概括性詞彙，用以表示 教授、學者與研究人員分享及出版其研究發現，

以提供更廣大學術社群使用的過程。 
（二） 與教學、研究、學術相關之知識創造、轉換、傳播與保存。 
（三） 學術傳播相關議題有：作者權利、學術資源經濟，以及包含開放近用、機構典藏、政府

出資研究取用權利、智慧財產保存等之新出版模式。 

學術傳播體系指的是研究與其他學術著作之產生、評鑑、傳播與保存，包含正式傳播管道如

同儕審查制之期刊，以及非正式管道如電子郵件等。學術傳播體系之重要功能如下： 
（一） 創造：學者領域， 
（二） 品管：同儕審查之編輯程序(學者)， 
（三） 生產：出版商的工作， 
（四） 傳播：圖書館與出版商， 
（五） 消費：學者與讀者， 
（六） 支援：單位機構（大學、政府、合法機構與納稅人）。 
 
 
 
                                                       
8 ACRL Research Planning and Review Committee. (2010). 2010 top ten trends in academic libraries: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 C&RL News, 
June 2010, 286-292.  
9 The Horizon report  2011edition. http://net.educause.edu/ir/library/pdf/HR2011.pdf. 



二、 學術傳播的功能10 
James G. Neal 指出學術傳播的功能包括:資訊的產製；創作；非正式的同儕溝通；編輯和驗證；

擁有權、隱私權和安全性；傳佈；採購與取用；儲存；維護與典藏；資訊管理；找尋與傳輸；認

可；擴散和資訊的運用等。 

而Cullen強調學術傳播的四項重要功能在：11 
（一） 注重登錄原則（辨識智慧財產權所有人）與認證原則（建立研究品質），視其為學術傳播

模式之要件 
（二） 機構典藏關注之焦點為知名度（使研究能為他人所用）與儲存（長期保存研究成果，使其

能為未來研究人員所用） 
三、 學術傳播的五個核心行動：12 
（一） 資助研究與傳播， 
（二） 執行研究並傳播其成果， 
（三） 出版科學與學術著作， 
（四） 促進傳播、檢索與保存， 
（五） 研究出版產業並應用其知識。 
 
四、 學術傳播的變遷 
（一） 出版模式正在轉變， 
（二） 在任何人皆可於線上取得、修改並分享資訊的環境下，著作權法與著作權人的觀念與認

知正在改變， 
（三） 許多大學教研人員不了解這些改變可能為其研究與出版所帶來的影響， 
（四） 圖書館政策與館藏規劃需要調整、修改及審查， 
（五） 資助單位規定要求研究人員將其研究上傳至網路， 
（六） 社群網路工具使同儕能迅速分享並傳播資訊。 
 
五、 學術傳播的危機13 
（一） 近年期刊費用的漲幅已凌駕通膨率。 
（二） 昂貴的費用與種數的增加，使各大專院校無法訂閱所需期刊。 
（三） 贊助者與納稅人無權取用他們所資助的研究。 
（四） 和大學（多位於富強國家）無關係之單位與個人無法取得目前的研究，造成世界上多數人

口使用上的阻礙。 
（五） 當期刊僅能透過線上使用時，保存便成為一項重要的議題：過去出版商若停止營運，圖

書館仍能保有訂購刊期之目錄與內容，確保已出版之研究不會遺失；然而改採線上使用

模式後，一旦出版商或期刊消失，則其網站與已發表之研究將無法取得。 
（六） 有看法認為將研究開放近用能使研究本身更有效率，進而增加研究產出總量。 
（七） 撰寫一份研究報告可能需耗費數年的時間及大量的金錢，而僅在複製、編輯與準備出版

上有實質貢獻之出版商，卻要求成為版權所有人。 
                                                       
10 James G. Neal, Chaos Breeds Life: Rethinking the Ways Scholars Create, Communicate, and Preserve their W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Buffalo, 11 November 2003 . 
11 Rowena Cullen.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and the role of academic libraries i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Library & 
Information Education & Practice, 2009. http://www.slis.tsukuba.ac.jp/~atsushi/a-liep/proceedings/Papers/a37.pdf 
12 JIDC.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alternative publishing models: Explor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http://www.jisc.ac.uk/publications/reports/2009/economicpublishingmodelsfinalreport.aspx. 
 Jan 2009 available from Educause 
13 E-Library@Iowa State University. The Crisis i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Retrieved Sept. 24, 2011from 
http://www.lib.iastate.edu/libinfo/reptempl/origins.html,  



肆、學術傳播的變遷與相關議題 
一、推動變革的因素14 
(一)、 版權與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二)、 政府出資之研究應對外開放 
(三)、 作者應保有散佈與分享其研究之權利 
(四)、 建置機構典藏與地方電子館藏 

(五)、 電子資源永久保存之必要性 
二、互通議題  
（一） 機構典藏與主題典藏 
（二） 數位館藏 
（三） 版權與智慧財產權 
（四） 社群網路 
（五） 出版模式與傳播 
（六） 技術工具 
（七） 政策與文獻紀錄 
（八） 同儕審查 
（九） 終身教職與升等 

三、重大改變15 
（一） 機構典藏、個別機構成員研究產出之數位典藏等項目之發展，通常由學術圖書館負責管

理。而這些項目的進展，也帶出二十一世紀的重要議題，包括學術圖書館在學術傳播循

環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機構典藏可能為傳統學術傳播型式所帶來之影響。 
（二） 學術圖書館在過去150年間的學術傳播歷程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在此期間，由於社會、

哲學與教育典範的變遷，以及各式新技術的問世，學術圖書館在知識的創建、傳播與保

存上經歷了重大的變革。 

三、開放學術 
（一） 首波成功的行動為研究文獻之開放近用。 
（二） 開放教育：免費使用、編輯與修改之課程教材；供線上教育使用之開放資源平台；協

作、學習導向之教學方法與類維基百科之免費參考資料。 
（三） 鑒於開放近用協會與布達佩斯開放近用提議的成功，開放內容運動的領導者於2008年1月

發表開普敦開放教育宣言。  

四、開放學者16 
「開放學者」所指涉的對象，並非僅允許他人免費取用其傳統學術文章與著作，而是將其計

畫與研究過程置於可發掘之數位環境中，全階段開放其研究進程，邀請並鼓勵他人對其研究之

任一部分進行批判與二次利用。 
 
 
 
                                                       
14 Elizabeth Brown, Promoting Scholarship with Services, Programs and Publishing, 2010. 
http://www.slideshare.net/wnyoacrl/promoting-scholarship-with-services-programs-and-publishing 
15 Rowena Cullen.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and the role of academic libraries i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Library & 
Information Education & Practice, 2009. 
http://www.slis.tsukuba.ac.jp/~atsushi/a-liep/proceedings/Papers/a37.pdfhttp://researcharchive.vuw.ac.nz/bitstream/handle/10063/866/conferece%20paper
.pdf?sequence=2 
16 Gideon Burton, The Open Scholar.2009. http://www.academicevolution.com/2009/08/the-open-scholar.html 



五、學術傳播的演進：小型與中型圖書館的調適17 
（一） 66.7%的大型圖書館、46.1%的中型圖書館、23.4%的小型圖書館與19.4%的極小型圖書館

在其策略性規畫與使命說明中提及與學術傳播相關的議題。 
（二） 大型圖書館較可能經營機構典藏。（55.6%的大型圖書館、33.3%的中型圖書館、17.6%的

小型圖書館以及13.5%的及小型圖書館有經營機構典藏） 
（三） 於304個受調單位中，有103個（34%）表示其圖書館的策略性規劃與使命說明中包含與學

術傳播相關之議題，僅有44個機構（14.8%）回報其母機構的策略規劃與使命說明已包含

學術傳播相關議題。 
（四） 圖書館通常透過機構典藏的導入而開始參與學術傳播。 
（五） 半數的受調單位已在經營機構典藏（25%）或是正在規畫階段（25%）。 
（六） 機構典藏多於2000年後導入，大部分受調單位表示其機構典藏建置於近3年內。 

伍、學術傳播的新模式 
一、 SPARC 學術性出版及學術資源聯盟 

學術性出版及學術資源聯盟為一國際性學術研究圖書館聯盟，旨在導正學術出版體系失衡之

處。SPARC發展自美國研究圖書館協會，並成為一促進改革之催化機構。其目標在於促成新的

學術傳播模式，以擴展學術研究之傳佈並減少圖書館的財務壓力。透過網路數位環境所帶來之

契機，SPARC與作者、出版商和圖書館等權益關係者建立合作關係以促進學術規範。成立於

1998年。 其三項策略目標為：籌畫、倡導與教育。 

二、 學術傳播新方案 
（一） 學術著作的價值認定應與紙本出版脫鉤。部分著作應被送至學術社群，經審查後發表於

網站上，而非經由紙本出版。 
（二） 投稿費用可能發展為期刊價格上漲之替代方案。 
（三） 大學圖書館應負責電子出版品之典藏；每件出版品應有多種儲存方式。  

三、 ACRL重建學術傳播體系之原則18 
（一） 建立多元管道，提供已出版研究及其他學術作品之取用。 
（二） 增加學者與學術界對學術出版體系的控制。 
（三） 為學術資訊訂定公平合理的價格。 
（四） 學術資訊的競爭市場。 
（五） 出版業多元化。 
（六） 學術著作與成果之開放近用。 
（七） 經由出版模式的創新，降低傳輸費用、提高配送速度，並拓展學術研究的取用管道。 
（八） 透過同儕審查制度，確保學術出版之品質。 
（九） 在合理使用的規範下，將版權保護之資訊供教育與研究之用。 
（十） 擴展公共資訊領域。 
（十一） 保存學術資訊，供未來長期使用。 
（十二） 保障使用學術資訊的隱私權。 
 

                                                       
17 Rosemary Del Toro, Scott Mandernack, and Jean Zanoni, Evolution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How Small and Medium-Sized Libraries are 
Adapting. ACRL, 2011. 
http://marquette.academia.edu/RosemaryDelToro/Papers/627555/Evolution_of_Scholarly_Communication_How_Small_and_Medium-Sized_Libraries_ar
e_Adapting. 
18 ACRL.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Reform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2003. 
http://www.ala.org/ala/mgrps/divs/acrl/publications/whitepapers/principlesstrategies.cfm 



四、 21世紀的學術傳播：檢視圖書館出版合作經營的重要功能 
校園出版模式：19重新思考大學在學術傳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建立圖書館出版合作關係。 

（一） Maria Bonn為密西根大學圖書館出版部之助理館員，督導日漸成長的出版業務以及學術

傳播活動，包含密西根大學出版社與學術出版單位。 
（二） Monica McCormick領導紐約大學數位學術出版單位，並向紐約大學圖書館與紐約大學出

版社彙報。她曾任加州大學圖書館員，為加州大學出版社服務15年以上。 
（三） Charles Watkinson為普渡大學出版社主任，該單位隸屬於普渡大學圖書館。他曾任雅典

美國古典研究學院出版部主任，目前擔任美國博物館與圖書館服務機構(IMLS)研究計畫

的首席調查員，致力發展圖書館出版的成功策略。 

陸、國外大學圖書館如何宣導學術傳播的概念 
一、 圖書館出版作為新的學術傳播模式20 

自1990年代中期以來，網路成為資訊傳播的主流方式，而學術圖書館竭盡心力多方嘗試，

希望能運用該技術為學術社群提供最佳服務。數位圖書館即為其獲得廣泛使用的成果之一，主

要應用於歷史文化遺產的保存與傳佈。其他重要成就為2000年初發起之機構典藏，使學者得以

實現研究成果之自我典藏，並促進研究發想與研究成果快速且免費的交流。 

二、 Library publishing 圖書館出版21 
（一） 近日學術圖書館對發行具同儕審查制度之期刊相當感興趣，認為其能有效支援學術傳

播。 
（二） 近期關於美國80所大學研究圖書館的調查指出，其中近65%的圖書館已提供出版服務或

正計畫發展該項服務。 
（三） 2007年末，美國研究圖書館協會調查發現，有88%的受調圖書館發行具同儕審查制度之

期刊。 
（四） 大學學術傳播計畫由圖書館發起，旨在促進出版與學術模式的探討，以支援校內教職人

員與學生的出版活動，並負責學術著作的典藏，同時鼓勵大學社群積極參與校內學術體

制的創建，以提供最好的服務。 
三、 科技促成新模式的產生22 

Bennett(2003)指出兩項關於教育的重要改變：高等教育的文化從「教導」轉變為「學習」；

資訊科技的革新改變教育的方式。 
（一） 館藏發展的改變：朝「隨地」、「隨時」皆可獲取資訊的模式發展。 
（二） 發掘與取用：將電子資源與現有館藏整合是一項團隊活動。 
（三） 技術專家：使用整合系統。 
（四） 資訊共享：提供互動與智性活動的空間。  

四、 應對未來的改變23 
有效執行工作需要觀察力、直覺、詮釋力、創意以及想像力。未來的研究目標，即是調整

自身的想法。對未來主義者Gordon而言，預測的價值在於為不確定的未來作好準備。其建議如

下： 
                                                       
19 Models for Campus-Based Publishing . Research Without Borders, March 1, 2011, http://scholcomm.columbia.edu/ 
2011/02/09/models-for-campus-based-publishing. 
20 Jingfeng Xia, 2009. Library Publishing as a New Model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2009) Volume: 40, Issue: 4, 
Pages: 370-383. 
21 Ibid. 
22 Geeta Thachill, 2008. Academic Libraries Redefined: Old Mission with a New Face.. SCROLL, Vol 1, No 1 (2008), 
http://fdt.library.utoronto.ca/index.php/fdt/article/viewArticle/4913/1780. 
23 Adam Gordon. Future savvy: Identifying trends 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mange uncertainty, and profit from change. New York, NY: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009.p. 24. 



不管對將來的臆測是否有助於混沌未知的狀況，只有整頓思緒、針對棘手問題進行討論激盪與

組織、問對的問題、面對困難的選擇，才能協助自身與組織應對未來的改變。 

五、 未來趨勢24 
（一） 經濟:預算的削減加速模式的改變 
（二） 出版：增長趨勢 

1. 開放近用出版 
2. 使用者創作內容 
3. 自行出版 
4. 即需即印的少量印刷 

（三） 可能方向 
1. 作者強制典藏政策：美國國家衛生基金會、美國人文科學基金會。 
2. 使用不同引用計量模式來評估研究的聲望與價值。 
3. 出版：創用CC使用的擴展。 

六、 發展學術傳播計畫 
發展學術傳播計畫包括：建立架構、累積知識、掃瞄環境、開放使用，以及評鑑計畫等。 

七、 支援研究歷程：學術圖書館宣言25 
（一） 承諾持續調查研究人員不斷改變的工作模式與需求，並關注不同學科與新舊世代在採用

新研究／出版模式上的差異。 
（二） 針對研究人員遭受最大挫折與困難的研究環節設計更為彈性的新服務。 
（三） 將圖書館的館藏、服務與館員嵌入研究人員的例行工作流程中，並整合其他單位所提供

的服務（所屬學校、其他大學或是商業機構），以滿足研究人員的需求。 
（四） 擔任資訊導航專家的角色，將參考服務重新定義為「研究諮詢」而非「事實的調查」。 
（五） 重新制定圖書館職務說明與任職資格，確保人員的培訓與聘僱涵蓋足以支援新研究模式

所需之技能、教育和經驗。 
（六） 內容探勘也能在館外進行，但只有圖書館能提供最有效的資訊組織與詮釋資料，使內容

被有效發掘。 
（七） 把握機會聚焦於獨特、核心之服務與資源，同時尋求合作夥伴關係以降低常用服務與資

源之成本並提升其效率。 
（八） 向資深大專院校管理人員、鑑定人員與審查人員展示圖書館服務與資源對學術的價值，

同時向研究人員提供深層、無縫之服務。 
（九） 請研究人員鑑定值得長期保存與取用之重要研究資料集。 
（十） 提供與適當典藏保存服務整合之替代性學術出版傳播平台。 

八、 學術傳播教育計畫26 
（一） 學術出版經濟 
（二） 作者權利管理 
（三） 充實數位典藏 
（四） 開放近用期刊的好處與實例 

                                                       
24 Elizabeth Brown, Promoting Scholarship with Services, Programs and Publishing, 2010. 
http://www.slideshare.net/wnyoacrl/promoting-scholarship-with-services-programs-and-publishing 
25 Chris Bourg, et.al., for OCLC Research, Nov. 2009. Support for the Research Process An Academic Library Manifesto 
http://www.oclc.org/research/publications/library/2009/2009-07.pdf 
26 Rosemary Del Toro, Scott Mandernack, and Jean Zanoni, Evolution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How Small and Medium-Sized Libraries are 
Adapting, http://www.ala.org/ala/mgrps/divs/acrl/events/national/2011/papers/evolution_of_sc.pdf  



（五） 開放授權教育的意涵 
（六） 作者行動主義（例：拒絕在昂貴期刊發表文章） 
（七） 學術社群出版的未來 
（八） 新的同儕審查制度、推廣模式、終身教職評定機制等所帶來的衝擊 
（九） 國內／國際公共近用的發展，如 “2006聯邦研究公共近用法”、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公

共近用政策”等。 
（十） 編輯行動主義（在學術社群內工作，增加取得學術成果的機會） 
（十一） 學術專著的未來 
（十二） 學術交流的科際差異 
 
柒、圖書館在學術傳播系統可以扮演的角色 

美國研究圖書館學會(ARL)在2011年3月出版了一份研究報告：新時代新角色 
 “New Roles for New Times: Digital Curation for Perservation”, 指出學術圖書館員的新角色如

下：27 
（一） 因智財權問題將不能再依賴校園裡的顧問，館員在購買資料時必需擔起此項責任。 
（二） 館員將著重於協同參與教學設計與課堂上的教學活動，以及以實體或虛擬方式對社區提

供繼續教育之推廣活動之參考與協助等服務。 
（三） 館員必需親身參與其間以了解其讀者產生資訊及尋求資訊等習性與行為。 
（四） 此角色涉及對於各項系統的設計和建置，包括如學習共享空間之實體空間，以及網站、

數位典藏、電子書、電子期刊等系統。 
（五） 將更著重於對數位內容的選擇、管理、傳播和保存等工作。 
（六） 在機構轉型之際館員能扮演組織設計者的角色，嘗試及學習新技能，以便迅速調適環境

的變革。 
（七） 成為合作網絡的創造者和參與者。 
 
捌、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一） 在網路時代的館藏發展上，大學圖書館應該置身於數位化學術出版的一環，建構屬於機

構的典藏庫，探索圖書館虛實館藏的平衡點，以數位化的方式提供整合性的資訊服務。 
（二） 資訊服務的加值已經是館藏的一部份， 
（三） 未來的館藏發展模式將不再是一種侷限而是多重選擇 
（四） 除了以冒險的精神來因應時代的變遷，更需培養敏銳的觀察力，洞悉改變所帶來的風

險，並積極充實館藏發展所需的知識與技能。 
二、 建議 
（一） 大學圖書館應負責出版物之數位典藏。 
（二） 館員應領導學術社群進行學術傳播體系之重建。 
（三） 在創新的未來將複雜的事物概念化，規劃並導入新的服務。 
（四）重塑大學圖書館的角色2288  

1. 教育館員學術傳播與機構典藏相關議題的出發點。 

                                                       
27 Tyler Walters and Katherine Skinner, "New Roles for New Times: Digital Curation for Preservation",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March 2011, URL: http://www.arl.org/bm~doc/nrnt_digital_curation17mar11.pdf. 
28 Sarah Beaubien, Linda Masselink, and Jodi Tyron, 2009. Recasting the Role of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Libraries: Starting Points for Educating 
Librarians on the Issues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http://www.ala.org/ala/mgrps/divs/acrl/events/national/seattle/papers/95.pdf. 



2. 經由發展機構典藏永續經營的模式，使學科館員能有所發揮。 
3. 確保學科館員受過學術傳播相關議題之教育訓練為重要的第一步。 

(五) 數位時代館藏發展的新思維 
1. 關注學術傳播的變遷  
2. 形塑電子館藏管理的新觀點  
3. 邁入館藏內容管理的新思維  
4. 促進校園知識管理的整合  
5. 扮演出版者的角色  
6. 重視資訊取用系統的便利性  
7. 培育圖書館員的新技能  
8. 強化圖書資訊學的課程  

 
“We must look with cold and hard-headed rationality at our current practices and ask 
ourselves not what value they offer, but rather what value our patrons believe they offer. If what 
we offer our patrons is not perceived as valuable by them, then we have two choices: change 
their minds, or redirect our resources. The former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he latter is 
enormously painful. But the latter is possible, and if we do not undertake such a redirection 
ourselves, it will almost certainly be undertaken for us.”(Rick Anders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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