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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大學圖書館經由過去十年來的發展，已逐漸改變了原有的風貌。傳統的大

學圖書館，大都以印刷資料為主體，而今不只蒐藏印刷品，還包括各種電

子化的資料，這些資料結合了文字、聲音、影像、及圖片，使圖書館的館



藏變得更豐富，更多彩多姿，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新科技的使用。 電腦科

技的發展，促進圖書館革命性的轉變。電腦可作各種資料的處理，儲存量

大、反應速度快、增加生產量、降低人工的錯誤、加強各項控制，更可配

合電信設備的使用，促進館際的合作，提供大量資訊的傳播，增強圖書館

的效率及功能，提昇讀者服務的品質。圖書館與電腦、電信設備的結合，

可說是相得益彰。圖書館因電腦、電信的輔助，使資料電子化、網路化，

應用上更完整而有效率，更能彰顯圖書館的功能；而電腦及電信因應用在

圖書館事業，而能顯現出電腦、及電信的全民化、生活化、與實用性，更

能發揮其功能。兩者的結合，是圖書館發展史上的一大轉變。 圖書館將

資料電子化、數位化、及網路化之後，使圖書館的館藏發展受到不少的影

響，本論文所要探討的即是「光碟及網路資源對台灣地區大學圖書館館藏

發展的影響」，光碟及網路資源是出版者將各種文件及出版品予以電子

化，圖書館作有系統的蒐集、整理，形成電子館藏，使用者可透過電腦、

電信及網路來查詢。 本論文將於陳述動機、目的、方法、步驟、範圍及

限制之外，並作文獻分析，把相關的名詞加以解釋。然後針對大學圖書館

的目的、功能；館藏發展；光碟及網路資源與圖書館館藏發展等主題作探

討。主要就光碟及網路資源進行研究，再以調查台灣地區大學圖書館光碟

及網路資源館藏的問卷所得之資料，分析光碟及網路資源對台灣地區大學

圖書館館藏發展的影響。最後依本研究所涉之理論與實務，由館藏發展政

策的改變，館藏資料類型的轉變，合作館藏發展的加強，電子館藏的建立

及利用，館藏評鑑的進行，館藏淘汰的實施等六個方向提出結論與建議。 

摘要

(英) 

University libraries have gradually yet greatly changed in some ten years. 

Traditionally, their collections are composed mainly of print materials; but the 

composition has now been leaning toward the inclusion of nonprint materials with 

increasing proportions of the electronic and digital forms which are the 

combinations of characters, sounds, and images. Library collections are thus 

enriched and nature of their contents a lot more diversified. All these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has stimulated and supported the rapid revolutionary changes 

in the library world. Computers, with gigantic capacity for storage and superb speed 

for response , can deal with various kinds of materials, elevate productivity by 

reducing man-made mistakes and enforcing all necessary control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ele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they can promote library cooperation, enlarge the 

quantity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mprove the functions and efficiencies of 

libraries ,and rais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There are indeed mutual benefits 

for the team of libraries, comput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 in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the libraries, the benefits are avail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digitized and networked information which assures the wholesome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materials, thus more clearly reveal all functions of the libraries. For 

comput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 being applied on library services, their 

functions in real life and significance to all the populations of the world can be 

further and better evidenced .Such a teamwork brought out a superb turn in library 

history. Since the libraries have begun dealing with electronic, digital and 

networked materials, there have been quite considerable impacts upon library 



collections. This study hence aims a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impacts of CD and 

networked resources on collection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aiwan. 

The materials in question are those documents and publications issued by the 

publishers in electronic forms, systematically collected and processed by the 

libraries to build the electronic collections, making them accessible to the users via 

computers,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networks. In addition to the statements 

of motivation and purposes, anticipated findings, research methods and 

procedures,scope and limitations, this thesis would endeavor in literature study and 

terminology explanation. The study then is primarily on goals and functions of 

libraries, collection development, inter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libraries 

and CD and network resources, and the relevant topics.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would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studied, in terms 

of changes in collection policies, transition of types of materials collected, 

enforcement of cooperative collection, establish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brary 

collections, as well as evaluation and weeding of library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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