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公共圖書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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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城區(Urban District)、鄉區(Rura1 District)、村(或
教區)(Parish)、市(borough)五種，各有目己的議會
組織，議會即為地方自治的最高權力機構。縣為
其有法人資格的自治行政區，各縣的面積與人口
頗不一致。縣內劃分成縣市及城區、鄉區，後者
相當於我國的鎮、鄉，鄉鎮之內又劃分為若干
村。區是縣的轄區，分為城區與鄉區，各區的面
積差異亦大，惟均設有區議會，其組織較縣議會
簡單。村(或教區)為地方自治的基層組織，每村
設有村民大會，而村議會的財政權較小。英國市
分為兩種，一為縣市(County Borohgh )，一為自冶
市(Municipal Borough)。縣市與縣平行，縣市的組
織與自治市同，但其權力較大。自治市的最高權
力機關為市議會，由市長及議員組成。(註3)

英國的圖書館事業頗為發達，是世界上最重
視圖書館的國家之一。公共圖書館普遍設立於城
市與鄉村，服務各階層各地區民眾，高達100%
的居民皆可享受圖書館的服務，實與居民有著密
切的關係。由於其公共圖書館於十九世紀中葉即
設立，發展至今諸多方面值得我們學習。本文將
探討英國公共圖書館的發展簡史、經費、人員、
館藏、利用率、服務時間、建築、採購、收費、
館際合作、自動化、專業參與及研究活動等，以
便能對其有較具體的認識。

貳

、行政組織

叁、歷史發展
英國公共圖書館的先驅為教區圖書館
( parish library)、社會圖書館(Social library )與流
通圖書館(crculation library)等。教區圖書館出現
於十七世紀末葉，此類圖書館主要目的是提供
鄉村的英國國教牧師繼續教育，其藏書以宗教
為主，然亦包括藝術、科學、傳記及旅遊方面
資料。社會圖書館則出現於十八世紀初，利用
圖書館者需要繳交費用;並成為一特定協會組
織的會員。流通圖書館則肇始於十八世紀的蘇
格蘭，此類圖

英國全名為大不列顛及北愛爾蘭聯合王國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1and，簡稱聯合王國 United Kingdom,U.K.)，是
一個君主立憲的國家。英國地區包括大不列顛
(英格蘭 Eng1and、蘇格蘭Scoland及威爾斯Wa1es )
及愛爾蘭兩個主要部份，面積244,108平方公里，
人口約56.0百萬人。(註1)英國的首都在倫敦，位
於英格蘭的東南部。該國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國
家之一，大多數的人皆居住在都市，主要集中於
倫敦區、密得蘭區(Midlands)、蘇格蘭的中央低
地以及貝爾發斯特區(Be1fast)。(註2)
英國現行地方自治制度有縣(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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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據點

書館即所謂的租書圖書館，以小說為主要收藏
內容。除在蘇格蘭普遍設立外，並迅速傳到英
格蘭與歐洲大陸，至十八世紀末葉流通圖書館
已相當盛行。直到1850年英國通過了當時最早的
公共圖書館法(Pub1ic Libraries Act)後，英國第一
所公共圖書館即於曼徹斯特市(Manchester)設立
(註4)。

英國公共圖書館分佈於全國各地，服務英
國境內各地居民。依據英國圖書館學會( Library
Association)訂定的政策，公共圖書館的目的有四:
教育的、資訊的、文化的與休閒的，因此該國
各公共圖書館均以此四大目標為經營方針。近
年來，其公共圖書館的數量不斷增加，至1982
年 止 共 有 167 個 公 共 圖 書 館 行 政 單 位
(administrative units)，服務據點(service points)，
包括閱覽室、借書站等計有17,500處，較1980年
16,244處，增加1,256處。(註7)由此可看出其成長
速度之快速。

1850年的公共圖書館法對於英國公共圖書
館之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然因其僅能適用;於
城市，對於經費之限制過嚴，同時末授權圖書
之採購，故無法普遍施行於各地。其後該法雖
經多次修訂，但未見顯著改善。直至1919年之公
共圖書館法獲議院通過後，圖書館經費之限制
才完全廢除，使得地方政府能夠自行運用其稅
收於公共圖書館之發展，並且賦予縣議會圖書
館權責，惟圖書館仍須受縣的教育委員會控
制。(註5)1964年下議院提出新的公共圖書館法，
名為公共圖書館與博物館法(Pub1ic Libraries and
Museum Act)明令於1965年實施。該法主要是改
善圖書館受制於縣教育委員會之不合理制度，
改 由 教 育 與 科 學 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統籌管理，同時規定中央政府必須補助
地方圖書館，並明確劃分中央與地方權責。(註
6)公共圖書館與博物館法的施行，促進英國公共
圖書館迅速發展，為未來奠定穩固的基礎。

與其他國家相較，英國的公共圖書館系統
相當龐大。若以美國1982年公共圖書館服務據點
6,056處相較，英國公共圖書館的服務據點近乎
三倍於美國。分館普遍地設立於城市與鄉村，
是英國公共圖書館的特色。通常一個公共圖書
館系統由50個分館連結成一服務網，館員數約
200人，服務人口數為500,000。(註8)如此眾多的
圖書館服務據點，世界上也只有東西德、波蘭
等國家可與之比擬。
二經費
英國公共圖書館的經費由地方議會控制，
其預算約為地方政府總預算的1%。1970年代初
全國公共圖書館總經費為七千一百多萬英鎊，
(註9)至1987年經費達四億八千萬英鎊，但這樣
的成長尚不及物價上漲的幅度。在英格蘭與威
爾斯，平均服務1000人的經費為7832英鎊，在蘇
格蘭為9926英鎊，在北愛爾蘭則為7279英鎊。1
個圖書館主管單位分配予圖書館的經費低於平
均數的20%，86個圖書館主管單位撥出予圖書館
的經費在平均數的20%上下，只有16個主管單位
分配出之經費較平均數高出50%以上。﹝註10)
因此大多數的圖書館仍處於經費不足狀態。

1960年代，由於地方當局數量太多，而其
大小與財力相差甚遠，對於公共圖書館之經營
仍造成影響。直至1973年地方政府法( Loca1
Government Act )通過，地方圖書館主管單位數
減為167，此情況始有所改善。 1980年代雖面臨
經費大幅縮減，許多公共圖書館系統尚能在既
有基礎上繼續發展，不但設立新館舍，同時採
行自動化作業系統。

肆、一般概況

一般言之，其公共圖書館的經費以人員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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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中，女性館員佔69%(1987年為66%)

用最高，約佔總經費的50%，圖書資料購置費約
佔19%，開辦費佔9%，房舍費佔11%，設備費佔
8%，其他服務費佔3%。(註1l)在圖書資料購置費
方面，以倫敦市最充裕，平均服務1000人的購書
費為45,996英鎊，為其他地區每千位服務人口的
購書費之40倍左右。而在人事費方面，亦以倫
敦市最高，每千位服務人口的人員費為279,360
英鎊。(註12)

，而82%的公共圖書館主管則由男性擔任。(註
15)除了在職位上，女性館員擔任主管的機會較
小外，在薪資方面，女性館員的平均年薪亦低
於男性館員。男女館員不平等待遇之現象與美
國圖書館相似。
各地圖書館主管單位對於圖書館人員職級
的訂定略有不同，一般言之非專業人員列等為職
級1~3(Sca1e1~3)，合格館員( Chartered Librarian，
即ALA與FLA)為Scale5~6，僅具專業學術資格，
而不具有合格館員資格者為Sca1e3~5。(註16)具有
英國圖書館學會正會員與副會員的專業館員，不
但就業機會較多，同時職位亦較高，因此公共圖
書館專業人員中具合格館員資格者此例相當高。

為了使圖書館的運作更順利，許多單位紛
紛尋求其他途徑來增加經費來源，如基金會的
贊助、中央政府的專案補助或推展付費服務。
三、人員
至1987年止，英國公共圖書館館員人數約有
26,000人，由於經費短缺，近年來其館員數亦有
所減少，1978/1979至1983/1984年間公共圖書館約
刪減1000個職位。專業人員減少的比率為3%，
其中以蘇格蘭減少21%(然館員總數增加12.6%)
與威爾斯區(We1sh districts)減少17.5%最為嚴重
(註13)，英格蘭縣的專業館員則無顯著減少。

四、館藏與利用率
英國許多較大的公共圖書館，尤其是設於大
城市者，其館藏不但相當豐富，而且堪稱具研究
圖書館的性質。例如伯明罕市立圖書館
( Birmigham City Libraries)，利物蒲市立圖書館的
國際圖書館(Internationa1 Library of Liverpool City
Libraries) 、 倫 敦 市 立 圖 書 館 的 商 業 圖 書 館
(Business Library of the City of London Libraries)、及
威斯明斯特市立圖書館的中央音樂圖書館
(Centra1 Music Library of Westminster City Libraries)
等分別以收藏莎士比亞文集、國際、商業、音樂
資料為重點，各具特色。(註17)不但提供當地居
民豐富的專門性資料，同時提供學術研究者重要
的參考資料。

具 有 專 業 資 格 的 英 國 館 員 (qua1ified
1ibrarians
，即取得英國圖書館學會副會員
Associatio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ALA，或
正會員Fe11owship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FLA)，至1987年止約有18,000人，而服務於公共
圖書館者則佔半數。公共圖書館中約有88%的專
業人員擁有學會授予的專業資格，其專業人員
與非專業人員之比平均為1:2.6，其中北愛爾蘭專
業人員比例最低，佔其館員總數的1/5，英格蘭
與威爾斯的專業人員比例較高，約佔館員總數
之1/ 3(註14)。

英國各縣立置書館使城區圖書館的發展慢，
而且受到的限制也多。尤其在1850年至1919年
間，縣圖書館既缺乏經費支持，又沒有經營標準
可循，直至1919年公共圖書館法施行後，縣圖書
館的地位才確立。由下表英格

在英國，自第二次大戰以後，女性館員顯著
增加，成為圖書館主要的人力資源。公共圖書館
方面，館員多半由女性組成。根據1988年的統計
資料顯示，服務於公共圖書館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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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得知每週服務60小時以上者逐年減
少，而大多數服務時間集中於每週30~59小時。
服務時間的縮短必然對讀老造成不便，但這並不
意味其服務品質亦隨之降低，大部份的圖書館仍
選擇最適當的時間開放服務，以便能滿足居民資
訊需求。

蘭 的 諾 森 普 頓 夏 縣 (Northamptonshire) 與 英 格
蘭、威爾斯縣圖書館館藏量及流通量，可瞭解
英國縣圖書館之成長情形。(註18)

六建築
自1958年起，新的公共圖書館在英國各地紛
紛設立。數以百計的分館建於城市與鄉村，而圖
書館的外觀設計主要採北歐建築風格，圖書館新
總館的興建則自1960年代中期以後始盛行。較著
名 者為 格 拉 斯 高(G1asgow) 的 米特 奇 爾 圖書 館
(Mitche11 Library)之擴建，使其成為歐洲最大的
公共圖書館。(註22 )他加伯明罕、倫敦市、布萊
德福(Bradford)。倫敦城區的坎登(Camden)等城市
與肯特(Kent)縣新總館的設立，均為英國公共圖
書館帶來新氣象，提供居民更良好的閱覽環境。

至1976年英國公共圖書館藏書量總計有
125,459,606冊，1980年已達131,338,000冊 (註19)
每位居民平均約有3冊書。英國公共圖書館的
利用率相當高，為世界各國圖書館使用率最高
的國家之右。其一年的借閱冊數超過
650,000,000，平均每人一年約借閱12冊書。 (註
20)這與我國目前公共圖書館尚未達一人一冊
藏書量、民眾利用率尚不高的情形相較實有天
壤之別。

近年來設立的公共圖書館亦各具特色，例
如漢普夏的博登圖書館(Bordon Library)，其建築
模仿巴西里佳(Basi1ica)古羅馬教堂風格，館舍面
積 為 360 平 方 呎 ;1987 年 設 於 史 丹 福 夏 縣
(Staffordshire) 的 伯 恩 伍 德 圖 書 館 (Burntwood
Library)，它的外觀為八角形，收藏有地方歷史
資料，面積為1200平方呎;1984年設於德比夏縣
(Derbyshire)的崔斯特弗爾德圖書館(Chesterfie1d
Library)，面積達4000平方呎，除設有各種閱覽
室外，尚包括戲劇、音樂與演講廳。(註 23)

公共圖書館除了借閱圖書給兒童與成人
外，尚提供錄音帶、錄影帶借閱服務方同時還
注意特殊讀者群的服務，如家庭主婦、移民社
區、智障者等。有的公共圖書館在當地還兼辦
學校、醫院及監獄圖書館，服務據點能深入各
地、各類型讀者，圖書館利用率之增加其來有
自。
五、服務時間由於經費的短缺，英國公共圖書
館不但人員被迫刪減，為克服財力資源不足帶
來的問題，有些圖書館乃關閉一些經營較差的
分館及其他服務據點，然大部份的圖書館則採
取縮短服務時間應變。茲將英格蘭與威爾斯四
千 多 個 公 共 圖 書 館 服 務 據 點 自 1974/75 至
1983/84年每週服務時間表列如下:(註21)

1989年與建的公共圖書館，多半屬於中小型
圖書館，館舍面積少於500平方呎。較具獨特風
格 的 有 孔 渥 (Cornwa11) 縣 的 衛 德 橋 圖 書 館
(Wadebridge Library)，建築係雕刻而成，耗資
273,000英鎊與建該館，服務人口有9,000人，館
藏量為8,900冊;諾森伯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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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於資料選購所應扮演的角色；
4．選購圖書資料的一般原則;

Northumber1and)縣的艾蘭德圖書館( A11enda1e
Library)係由1963年衛理公會教堂改建而成，耗
資30,000英鎊，館舍面積僅 112平方呎，服務人
口為1,800人，館藏有 7,000冊書;爵西(Jersey)州
的爵西中央圖書館，具有古羅馬建築的特色，
館舍之與建耗費2,375,0O0英鎊，面積為3,000平
方呎，該館服務人口數為80,500人，館藏現有
110,000冊書。(註24)這些新設立的圖書館，建築
設計均能兼重外表的美觀與實際的功用。

5．其有正、反面兩種不同意見的爭議性資
料，圖書館所應抱持的態度以及選購標準;
6．對於特別讀者群，尤其是兒童與少數民
族，選購其所需圖書資料時基本考慮要項；
7．圖書館各部門人員對於資料選擇地責任

8．定義服務對象，並說明服務社區或目標
市場人口結構及特色;
9．影響選擇的因素，如經費、讀者需求、
選購人員的與趣與態度;

伍 、專業服務與活動

10.查禁圖書資料的處理原則;
11.所需資料的型式。加平裝，視聽資料等。
12．圖書館選購政策與其他資料之關係，以
及如何與相關的資料單位有效地配合;

一、採購
由藏書冊數來看，英國公共圖書館的館藏
在量方面已達標準，各館收藏的圖書大多超過
其服務對象人數，使讀者能有充足的資料可利
用。因此為使館藏資料更切合讀者的需求，圖
書館在採購圖書及各類資料時，已不像以往那
麼重視量的充實，更注重質的要求，許多單位
均訂有明確的採購政策，以便館藏能均衡發
展，達到人有其書，書有其人的目的。

13．選購的機能:如何有效運作，如何就不
同型式的資料選擇適切的書商，以及贈書的處
理態度與方法。
由上述各點可知，英國公共圖書館的選購
政策內容已非常充實，同時將許多特殊因素都列
為必要考慮項目，這反映圖書館在選購圖書資料
時態度之審慎。

1987年資金計劃資訊中心(Capital planning
Information)提出「公共圖書館選購政策研究報
告」，讓研究由英國國家書目研究基金會(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 Research Fund)贊助，主要目
的 是 探 討 1981 年 以 後 英 國 公 共 圖 書 館 選 購 政
策，並評估至1991年止這些政策可能的變遷。報
告中指出約有1/3的圖書館已訂定完善的書面選
購政策，政策主要內容均包括下列數點:(註25)

近年來，各館購書費用均不充足，一般而
言，大部份的圖書館都減少兒童圖書與成人圖書
的採購，而增加期刊與其他非書資料的購置。為
應經費之短缺，許多圖書館皆大量購買平裝書
籍。此外各館亦加強蒐集富多重文化的資料，以
滿足少數民族的需求，這顯示英國公共圖書館對
於多元化社會的重視。
二收費服務

1.資料的選擇與圖書館目的之關係，除說明
各館的目標外，並闡明資料的選擇如何配合圖書
館任務之達成;

提供讀者免費服務，長久以來是英國公共圖
書館的經營理念，無論是借閱圖書或查詢參考工
具書、讀者都不需要繳交任何費用。

2.1964年公共圖書館法關於資料選購之主
要內容及圖書館應負的責任;

1964年訂立的公共圖書館與博物館法明定「免費
供應圖書資料是公共圖書館最初的宗旨，故除了
條文內明列的收費規定，公共圖書館對

3.不同層級圖書館(如分館、中央與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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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服務均不能收取任何費用。」該法允許公
共圖書館酌收費用者包括:預約圖書費(Charges
for reservation of books)、逾期圖書罰金(Overdue
charges)、唱片及圖片等資料借閱費。此外，條
文中並彈性規定圖書館於其義務服務職責外，
可依實際服務情形收取費用。(註26)由於圖書館
法明文揭示圖書館酌收特定費用是被允許的，
因此許多公共圖書館基本上雖以免費服務為原
則，然尚依各館實際需要訂定其收費標準。

收費多寡各館政策也不一，唱片的借用每
次10辨士至50辨士不等，錄音帶為25辨士至50辨
士，雷射唱片20辨士至75辨士，錄影帶為50辨士
至3英鎊，圖片則為50辨士至2英鎊。有的圖書館
甚至採行收取年費方式，唱片的年費為2英鎊至
12.5英鎊，錄音帶為3.5英鎊至6英鎊，圖片則為4
英鎊至8英鎊不等。多數 ;圖書館均承認施行收
費政策後，借用率較前減少。
2.線上檢索

1988年英國圖書館學會調查公共圖書館的
收費政策，調查對象包括英格蘭、威爾斯、蘇
格蘭與北愛爾蘭等地區的各級公共圖書館。茲
將調查結果圖示如下:(註27)

線上檢索服務是否應收費引起相當大的爭
議，贊成應提供免費服務的圖書館認為線上檢索
就是傳統參考服務的擴充，因此不需收取任何費
用。目前提供此項服務的圖書館約有1/3採行付
費服務措施，收費標準則各館不一，有的以使用
時間計費，每分鐘1英鎊至1.8英鎊;有的則酌收基
本費，通常為10英鎊。雖然大部份的圖書館對於
線上檢索服務未收取費用，但是英國政府卻認為
酌收該項服務費是正當的。
3.外地讀者
1964年以前，英國公共圖書館對於不相關人
士(irrelevant person，即居住在圖書館服務範圍以
外者)利用圖書館(包括借書)均收取使用費，這種
措施於1975年已盡乎消失。目前只有英格蘭與威
爾斯的5所圖書館仍維持此項收費，凡是不居住
在當地，或不在當地工作、求學者，利用圖書
館須繳交費用，但只有一所圖書館收取圖書借
閱費。公共圖書館提供學校服務一般均不收
費，但有少數圖書館對私立學校收費。
4.其他收入
有些圖書館為減輕經費不足的壓力，尚收
取其他費用以充裕財源。影印服務費是最普遍
的一種，其次是租借場地、出售出版品及註銷
書籍。有的圖書館甚至連借用雨傘、舉辦競賽、
填答問卷、透過館際合作代借圖書也一併收

一般言之，目前英國公共圖書館的收費情
形可歸納以下數項討論:(註28)
1. 視聽資料
大多數的圖書館均提供錄音帶外借服務，在
英 格 蘭 與 威 爾 斯 高 達 89% 的 圖 書 館 收 取 借 用
費，在蘇格蘭與北愛爾蘭則只有59%的圖書館收
費，提供唱片與雷射唱片外借的圖書館中，在英
格蘭與威爾斯高達95%的圖書館對唱片借用收
費，100%的圖書館對雷射唱片借用收費，然在
蘇格蘭與北愛爾蘭則分別為64%、78%。如此顯
著差別，主要因為這些地區圖書館法、圖書館主
管單位的大小與政治理念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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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然而這些情形較不普遍。

Center)。該中心即成為英國全國資料供應單
位。(註31)

在玩具與幻燈片方面，較少圖書館提供外
借，即使圖書館允許讀者借用，一般多採免費服
務政策。

公共圖書館接獲讀者申請館際合作服務，
可透過地區圖書館系統得到所需要的資料，但
是大多數的圖書館仍然依賴大英圖書館文獻供
應中心支援。由於該中心以圖書出借、資料複
印等服務為主，加上其人員與館藏相當充足，
使得英國館際合作型態發展為集中式的模式。
至1985年文獻供應中心工作人員數已達746人，
專業人員則有139人。館藏資料包括有:

三館際合作
在英國館際互借的觀念於1890年即有人提
倡，但真正開始實施則自1916年「學生中央圖書
館」(Central Library for Students)設立後。該館成立
的目的係協助公共圖書館滿足成人教育班學生閱
覽需求，1927年起服務對象擴大至全國各級學校
學生。1930年該館更名為國立中央圖書館(National

(1)各種語文與學科的重要期刊，約有181,000
份;(2)英文及其他語文圖書，合計2,571,000冊。
外文圖書中除俄文科學資料外，大多為重點式
收藏；(3)報告，以縮影資料為主，約260,000份(4)
會議紀錄，總計有七萬冊以上;(5)1962年以後的
英國政府出版品；(6)1954年以後的聯合國教科文
組織出版品;(7)1973年以後的歐洲共同市場出版
品 ;(8) 英 美 兩 國 最 近 幾 年 的 博 士 論 文 ， 約 有
396,000份;(9)各類樂譜，但不包括流行音樂，約
有83,500份。 (註32)如此豐富的館藏，為一般公
共圖書館所難及。

Central Library)，並於二次大戰館舍重建後，將
服務範圍推廣至英國所有公民(註29)
公共圖書館因而能透過該館的服務，為其讀
者借閱其他圖書館的書籍。
1920年代許多公共圖書館在不同地區，
基於平等互惠原則訂定合作計劃。共設立了9
個地區圖書館系統(Regional Library Systems)，
其中3個分別服務倫敦與英格蘭東南部、威爾斯
及蘇格蘭地區，另6個則分佈於英格蘭各地。(註
30)起初只有公共圖書館可以參加此系統成為
其會員，而後大部份的地區圖書館系統均開放
予學術及專門圖書館等加入，使得各單位可用
資源更為擴充。這些系統的主要經費來源為會
員繳納的會費，以便於合，作作業能有效地運
作。

根據統計資料顯示，讓中心每年接收到的館
際合作申請約有300萬件，所利用的資料以其本
身館藏為主，僅少部份是藉由其他圖書館資料來
支援。申請案件中超過10%來自英國以外的地
區。大英圖書館成立的前十年，年度總申請量由
第一年的190萬件增至第十年的270萬件;國際申
請則自17萬件增至55萬7千件。(註33)由此可看出
其服務範圍之廣及效率之高。

雖然地區圖書館系統能為公共圖書館提供
館際合作資料來源，但國立中央圖書館的角色並
未因而改變，藉著完善的聯合目錄，其服務成效
更加顯著。1960年代為輔助和擴充國立中央圖書
館的功能，另設立國立科技出借圖書館(National
Lending Librar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72
年大英圖書館成立後，即將這兩個國立圖書館合
併，設立出借部門(Lending Division) ，1985年改
名為文獻供應中心(Document Supply

由於英國設有專門的館際合作單位;負責各
種資料的收藏及供應:使得公共圖書館能透過其
有效率、高品質的服務，滿足當地居民特殊需求。
四、圖書館自動化
為提昇服務品質，英國許多公共圖書館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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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實施自動化作業。根據1986年一份調查報
告顯示，有58%的公共圖書館編目作業電腦
化，56%的公共圖書館流通作業電腦化;17%
的公共圖書館採行整合性獨立系統
(integrated stand-alone system)，包括流通、線
上公用目錄、採購、編目等系統，另有7%計
劃 實 施 。 在 線 上 檢 索 方 面 ， 有 39% 提 供
Dia1og、Blaise(大英圖書館自動化資訊服務，
British Library Automated Information Services)
資訊檢索系統。(註34)大體而言，圖書館使
用啟鑰系統者較多，自行設計者較少。

實 施 ， 大 英 圖 書 館 研 究 發 展 部 (British libr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於1978年專款補助曼徹斯特工藝學院(Manchester
Polytechnic)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系，發展書目資訊
檢 索 線 上 服 務 系 統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Online Service,簡稱BIROS)。系統發展之
初 ， 選 定 蘭 開 夏 縣 圖 書 館 (Lancashire County
Library)為測試對象，並於1978年底推廣至伯明
罕、利物蒲、雪菲德、雷斯特夏(Leicestershire)
公共圖書館實施，然後依據館員與讀者使用情形
修改系統，訂定系統發展的一般原則，以便能提
供其他公共圖書館建立線上檢索服務的參考。
BIROS
系 統 資 料 庫 包 括 ESA/Recon 、
DIALTECH、Lockheed、DIALOG、SDC、ORBIT 、
New YorkTimesInformationBank 、 BLAISE 、
INFOLINE及Euronet DIANE等，內容相當豐富。
(註38)利用率最高者為學術研究人員、工商界人
士、地方政府、個人及醫護人員對此系統的需求
量亦大。使用者檢索的資料，美國出產者遠使英
國多。

由於微電腦的使用在英國相當普遍(普
及率居世界首位)，價錢較便宜，加上自1960
年代以來微電腦應用於流通作業的成功經
驗，促使許多公共圖書館利用微電腦來處理
自動化作業。大部份圖書館使用BBCMode1
B，其次 IBM PC及Sirius，主要因為他們處理
力強，並有現成軟體供使用。(註35)微電腦
主要應用範圍是行政業務、文書處理、索引
製作、線上檢索，有些圖書館尚應用於館藏
分析、館藏控制、借閱量統計分析、讀者訓
練、圖書資料訂購、電子佈告欄等。不少公
共圖書館選用片商業軟體來處理一般例行性
業務。

1987年倫敦工藝學院通訊與資訊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tudies,Polytechnic of Central London)抽樣調
查公共圖書館線上檢索服務。調查結果顯
示 DIALOG 、 PERGAMON 、 INFOLINE 、
ESA-IRS、BLAISE等資料庫最受公共圖書
館歡迎。而線上檢索系統的費用(以三個月
計)最低為110英鎊，最高達3200英鎊，相差
甚鉅，但大部份單位的花費均低於1000英
鎊。(註39)

整合系統逐年增加，促使公共圖書館的
自動化系統具備線上公共目錄查詢功能者顯
著 增 加 。 1988 年 曼 徹 斯 特 圖 書 館 學 校
(Manchester Library School)的調查發現，至
1987年已有九個圖書館行政單位提供線上公
用目錄查詢服務，至1990年英國將有一半以
上的公共圖書館提供這項服務。大部份系統
提供的檢索點包括有作者、題名、團體名稱、
會議名稱、出版者、書碼、標題與關鍵字等。
(註36)系統的儲存的紀錄多半超過1萬筆，最
多者高達50萬筆，各館平均數為326,908筆。
(註37)

五、專業參與及研究活動
公共圖書館員長久以來，一直是英國圖書
館學會(英國境內歷史最久且最具權威性的圖書
館專業組織)主要的成員，近年來其人數佔所有
會員數的比率一直維持在30%左右。全國

為促進公共圖書館線上資訊檢索服務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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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員約有1/3為學會會員，大多數為
專業人員。學會設有公共圖書館特別小組
( Pub1ic Library Group)、分館與巡迴圖書館特
別小組(Branch and Mobi1e LibrarieSs Group)等
均與公共圖書館有密切關係，會員可免費加
入任兩個小組，特別小組定期舉辦的週末研
習班、討論會、參觀、演講等活動，提供公
共圖書館員有系統的繼續教育機會，館員參
加情形都非常踴躍。
在研究活動方面，歐可諾(M.J. O'connor)
與卡賽得(Kenneth Garside)均指出英國公共
圖書館員對於圖書館管理有關問題，較美國
館員缺乏研究性，美國人較重視人性因素的
探討，英國人則較重實務，注重工作要素。
(註40)事實上，並非英國館員本身缺乏研究
精神，而是因為英國公共圖書館的環境造成
館員在圖書館的運作上，較難發揮研究潛
能，茲將影響因素分析如下:(註41)
1．英國有較一致的公共圖書館法。雖
然蘇格蘭與北愛爾蘭有獨立的圖書館法，但
內容與公共圖書館與博物館法相近。美國各
州的圖書館法則有較顯著的差異;

書館的服務據點分佈於各地，服務面之廣少有
國家能與之相比。近年來由於經費短缺，許多
圖書館的服務人員數及開放時間因此而減少，
但因其有穩固的發展基礎，服務品質並未受到
嚴重影響，圖書館的利用率仍高居世界前幾
名。一般言之，英國公共圖書館專業性相當高，
專業人員多半具有學會授予的合格館員資格，
許多圖書館並訂有明確的書面選購政策，作為
採購依據。基本上其公共圖書館以免費服務為
宗旨;但對於視聽資料借用多數的圖書館均酌
收費用。在館際合作方面主要依賴大英圖書館
文獻供應中心館藏資料為讀者提供完善的服
務。已有相當多的圖書館採行圖書館自動化作
業，而選用整合性啟鑰系統是近年來公共圖書
館自動化的趨勢。此外，公共圖書館員參加專
業組織與活動相當踴躍，惟館員的研究活動較
缺乏。總之，在有限的經費與人力下，英國的
公共圖書館仍然能夠有效運作、穩定成長，並
與當地居民密切結合，其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
參考。
(本文作者現為本館諮詢服務組組長)

2．在英國公共圖書館從館長到事務員
均可加入組織健全的工會，其權益能夠透過
工會爭取;
3．英國地方政府體系較一致化且官僚
化，公共圖書館的運作受到的牽制也較大，
不但要對議會負責，而且要對圖書館、財
政、人事等委員會負責;美國公共圖書館相形
之下就顯得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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