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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德國圖書館界以其傳統的合作優勢，也在德國書評事業貢獻了圖書館專業的力量，本文
主要透過 Lektoratskooperation 來看德國圖書館書評合作服務的創新發展與挑戰，分別從
其發展源起、合作模式、創新服務，加以探討，最後，建議如何以德國書評合作服務的成功
經驗，作為我國圖書館界共同合作推展書評服務之借鏡。
The German Lektoratskooperation is a cooperative reviewing service for
public libraries by professional colleagues and a tool for collection building
and maintenance. Its main objective is to aid public libraries in evaluating the
more than 90,000 new books published every year in German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 its development, cooperative model and the new services created after
its inception in 1976. In comparison with Lektoratskooperation, the book review
service provided by New Books Monthly in Taiwan is also included.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suggests how the libraries in Taiwan can learn from the
Lektoratskooperation experiences and work together to better the book review
service in Taiwan.
【關鍵詞 Keyword】
德國；書評合作；ekz；德國圖書館協會；資訊圖書館職業協會；圖書館合作
Germany; Lektoratskooperation; ekz; Deutscher Bibliotheksverband;
Berufsverband Information Bibliothek; Librar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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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德國圖書館是德國利用率最高的文化教育機構，目前全德大約有
所圖書館，每
年舉辦
場的活動，每年有超過 億讀者進館使用，平均每天約有
位讀者到
圖書館，每年有 千 百萬讀者登記使用 億 千 百種館藏資料，德國圖書館全部館藏共
有 億 千 百種 。
德意志民族是喜好閱讀的民族，喜愛閱讀這一傳統已延續了數百年。在德國車站、地鐵
和候車亭等公共場合能看到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德國人默默閱讀的身影。德國家庭普遍有
良好的讀書習慣，在民間形式多樣的書友會又幫助普通讀者尋找好書閱讀 。而德國圖書館
是德國利用率最高的文化教育機構，這些圖書館是如何充實其館藏，滿足這些喜好閱讀的民
眾，尤其要從每年出版 萬多種新書中，挑選出合適的新出版品入藏，更令人想一窺究竟。
圖書館選書，既要認識圖書，懂得選好書，又要兼顧讀者的需求，是一件高難度的工
作。書評由於能夠提供新書介紹與客觀評論，最適合幫助圖書館員選擇圖書。書評具有下列
價值： 利用書評作為選書的參考，節省逐一閱讀待選圖書的時間； 圖書館員選書可藉
助其他專家的專業知識，以彌補館員本身學科背景之不足； 可瞭解書評家之看法； 藉書
評而瞭解新書出版市場與文壇動態； 有助於出版社的行銷，並對其作品提供一種評鑑方
法。因此，書評事業也是一國圖書出版業成熟與健全的指標 。
德國圖書館界以其傳統的合作優勢，也在書評事業貢獻了圖書館專業的力量，本文主要
透過
來看德國圖書館書評合作服務的創新發展與挑戰，分別從其發展源
起、合作模式、創新服務，加以探討，最後，建議如何以德國書評合作服務的成功經驗，作
為我國圖書館界共同合作推展書評服務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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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圖書館的書評合作服務（
，簡稱 或 ）起源於西元
年，此服務對公共圖書館館藏的發展有莫大的幫助。 主要的目的在減少圖書館挑選圖
書及非書資料的重覆作業。透過此合作評選新書的服務，旨在減輕公共圖書館面對德國每年
出版的
多種新書之採購作業，同時也為訂購工作奠定良好基礎。
結合了分散、實際需求導向的市場選擇優勢及高效率的集中評論資源系統優勢。
參與 合作服務的組成，主要包括有 德國圖書館協會（
，簡
稱 ）：來自 個成員圖書館中的 位主題（ ）專家、 資訊圖書館職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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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r Bibliotheksverband 網頁，<http://www.bibliotheksverband.de/home.shtml> （2008/07/13）
陳巍，「從萊比錫書展看讀者的閱讀熱情」 出版商務週報 （2008.6.30 ） （http://blog.udn.com/jason080/2036384 ）
（2008/07/13）。
王梅玲，「書評—圖書館選書的最佳指南」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89 年 1 月），頁 3-7。

Juergen Seefeldt and Ludger Syre, Portals to the Past and to the Future --- Libraries in Germany, 2nd rev. ed. (Hildesheim; Zürich;
New York: Olms, 2007), pp.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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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ufsverband Information Bibliothek，簡稱 BIB）：約 300 位評論者、(3)ekz 圖書館服務公
司：為一圖書館供應商，該公司設立由多位人員組成的書評部門，作為該合作的服務運作中
心。
目前，此合作服務主要由德國全國
約 77 位館員與 ekz 公司，一起從德國
的出版市場為公共圖書館挑選適合這些
圖書館蒐藏的書刊館藏資料。德國圖書
館員負責的書評範圍主要為非小說類的
專業文獻之挑選及評介，而純文學、青
少年與兒童文學、視聽資料等，則由
ekz 的書評部門加以挑選，所挑選出的
書刊再由全德國約 300 位館員分工負責
評介工作。ekz 再將這些挑選出的新書
書目及書評資料加以編輯出版，完成後
就可供應此書評服務給公共圖書館。每
年挑選約 14,000 種新版書刊，包括
9,000 種非小說類、 2,000 種小說類、
3,000 種兒童文學。德國圖書館書評合
作全國分布圖，如圖一。
德國公共圖書館從 ekz 的書評服務
圖一 德國圖書館書評合作全國分布圖
獲得的好處有三：(1)可以藉此合作評
選出的新書或非書資料目錄，做為圖書館發展新館藏的參考。(2)可同時利用 ekz 相關的產品
或服務，如德國國家圖書館的編目記錄及主題標目、德國使用率最高的四所公共圖書館之分
類目錄。然而，此項合作服務在其服務的時效性及資訊新穎性仍有待加強改善之處。

參、Lektoratskooperation 合作模式

5

合作服務的組成，主要包括有(1)德國圖書館協會：來自 60 個成員圖書館中的 77
位主題（Subject）專家、(2)資訊圖書館職業協會：約 300 位評論者、(3)ekz 圖書館服務公
司：為一圖書館供應商，該公司設立由多位人員組成的書評部門，作為該合作的服務運作中
心、(4) Leko 委員會。Lektoratskooperation 由兩個圖書資訊專業協會及一圖書資訊服務公司
Leko

5

Ronald Schneider, Brigitte Robenek, Die Aufgabenteilung in der LK, Layout und Herstellung: ekz.bibliotheksservice GmbH.
Ausgabe 2007, <http://www.bibliotheksverband.de/dokumente/LK-Infoblatt-2008.pdf> (2008/07/10)
Deutscher Bibliotheksverband, <http://www.bibliotheksverband.de> (2008/07/10), 同註 4, pp.71-73.
Berufsverband Information Bibliothek, <http://www.bib-info.de> (2008/07/10), 同註 4, pp.77.
Ekz-bibliotheksservice GmbH, <http://www.ekz.de> (2008/07/10), 同註 4, 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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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營運的分工流程，如圖二。以下分別概要介紹這些合作組成及其各自分工職司的書評合
作服務內容。

圖二 Lektoratskooperation 合作模式

一、德國圖書館協會

德國圖書館協會在西元 年設立於西德，兩德分裂，東德的圖書館協會成立於西元
年，兩德於西元 年統一，東西德的圖書館協會也隨之合併，目前有
個會員
圖書館，主要負責聯邦德國圖書館事業之研究與發展工作；另有一國際圖書館事業辦事處，
負責與國外的聯繫及計畫。分為 個分會，包括公共圖書館、學術性大學圖書館、學術性專
門圖書館、機構圖書館、圖書館教育、工會、專利及監獄圖書館。
DBV 參與
合作服務的所屬會員圖書館及其所推薦的主題專家分工負責業務如下：
會員圖書館——負責提名 位或多位圖書館員執行 業務，憑此會員圖書館就
可以自 獲得 折扣的書評資訊服務訂購，收到由 寄送的待評介新書。
主題專家（
）——與 的編輯群協商表決其所負責主題的出版新書，通
知 登錄新書名，撰寫 推薦評介的新書之書評，這些專家所撰寫的書評主要為非小說
類的專業書刊，寄出書評文章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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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圖書館職業協會

資訊圖書館職業協會（ ）是德國目前兩個圖書館員組織中較大的一個，現有
名會員，於西元 年由原有兩個圖書館員協會組成，會員的職業利益是該協會的核心業
務。該協會近年來的重要出版品，包括有：《學術圖書館工作流程》（Arbeitsvorgaenge in
wissenschaftlichen Bibliotheken）、《公共圖書館一般分類系統》（Allgemeine Systematik fuer
oeffentliche Bibliotheken）、《公共圖書館年鑑》（Jahrbuch der Oeffentlichen Bibliothek）、《圖
書館和資訊論壇》（BuB: Forum fuer Bibliothek und Information），《 》為一流通量達
冊的圖書館專業雜誌，自西元 年開始發行。
是
在合作服務上的分工，該協會是德國最重要的圖書館員組織，目前徵募約
位評論者（書評家）共同參與此書評合作服務。 及這些評論者所負責業務如下：
——推薦專業的書評家給 ，負責以新增職務協助此書評合作服務，委託 編
輯部承擔此服務。
書評家——向 編輯部申請，詳細說明其所興趣範圍，取得 寄出的評介新書，
利用自己的閒暇時間撰寫書評並獲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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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圖書館服務公司
ekz

設立於西元 年，位於德國巴登 符騰堡州的羅伊特林根，其法律形式為股份有
限公司，是個由聯邦各州、 多個城市、一些縣市、基金會、協會等 個團體共同出資經
營的企業。其宗旨是提供圖書館服務，支持及促進圖書館發展。該中心現有工作人員約
位，包括圖書館員、書商、圖書裝訂工、建築師、設計師、電腦專家、推銷員、行政管理專
家等。 為圖書館提供的服務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幫助圖書館館藏發展和圖書著錄、圖書
的裝訂和修補、圖書館設施及用品、圖書館設計、圖書館諮詢等。
具有公益性的特點，其工作目的主要是為圖書館服務，因而具有以下優點： 工作
人員能根據圖書館的需要，發揮自己的特長，使他們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都達到較高的專業
化程度。 這種專門機構與個別圖書館相比，能更經濟、更合理地開展工作，能對任何問題
尋求最佳解決方案。
為德國圖書館提供一整套既經濟又實惠的服務，而這些服務在別處是無法如此全面
而優惠地得到的。因此，德國的圖書館不僅把它看成是提供服務的廠商，也把它當作是自己
的公司。它的存在，大大地促進了德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有鑑於此，西元 年和西元
年的德國圖書館規劃中，均明確地把他列為圖書館業的中央性機構，也是德國圖書館
協會聯盟成員中唯一的經營性企業。
合作業務的運作部份，
為德國最大的圖書館資源供應者，負責
包括與圖書館員的合作、館藏、每周發行的書評服務產品之印行、寄送及行銷， 設立由
多位工作人員組成的書評部門，作為該合作服務的營運中心。 在
合作服務的分工
上，所負責之業務如下：
篩選圖書市場的出版新書，包括小說及青少年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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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負責向出版社訂購待評介的新書。
3. 篩選出版社寄來的評介新書，按照類別分配給 Leko 主題專家及 BIB 推薦的書評家。
4. 編製新書書目，寄給審查者。
5. 編輯主題專家及書評家撰寫的書評文章，出版於書評服務。
6. 依據審查者的意見，將新書評歸類到不同的書評資訊服務產品（ID，Informationsdienst）
或 Standing Order。
7. 發行及銷售各種書評服務產品及負責印行的法律責任。

四、

Leko

委員會

Leko 委員會的組成有三：董事會、管理組、營業組。其各自任務如下：
1. Leko 董事會：由德國圖書館協會、資訊圖書館職業協會、ekz 圖書館服務公司 3 個合
作夥伴各推派一位代表組成。負責 Leko 營運的基本問題及未來發展、代表 Leko 受邀

參加公開活動、負責主題專家及書評家職缺及合作的品質。
2. Leko 管理組：由德國圖書館協會的 6 位代表、資訊圖書館職業協會及 ekz 圖書館服務
公司各 3 位代表組成。負責 Leko 營運產生的各種問題，確定各個主題類別的分配額
度。每年與董事會召開一次聯席會議。
3. Leko 業務組：由 ekz 派遣一位編輯擔任、負責帶領新任 Leko 編輯成員，安排新任
Leko 工作同仁與 ekz 的編輯群會面召開 Leko 董事會會議。

肆、

Lektoratskoopertion

創新服務

6

依據西元 2007 德國於萊比錫召開的圖書館年度大會上，共同推展 Lektoratskooperation
服務的德國圖書館協會（DBV）、資訊圖書館職業協會（BIB）、ekz 圖書館服務公司的 3 位
代表，一起針對此書評合作服務的過程、期待及最新發展，分別發表報告，重點摘要如下：

一、書評合作服務的多樣化

代表 BIB 的 Haike Meinhardt 教授就 Leko 今日的多樣化服務，加以闡述，她將 Leko 於
西元 1976 年與西元 2007 年推出的服務產品種類及評介新版書刊數量，加以對照比較，以下
可從 Leko 在 30 年間，由原有的 4 種紙本書評服務產品擴充到現在的 15 種（含電子版），而
6

Haike Meinhardt, Heinz-Jürgen Lorenzen, Frank Seeger, “Lektoratskooperation Dot.net：Prozesse, Erwartungen und Aktuelle
Entwicklungen”, Leipzig, BibliotheksKongress, 2007-3-20, <http://www.opus-bayern.de/bib-info/volltexte/2007/411/pdf/
Lektoratskooperation%20dot%20net-Opus.pdf> (2008/07/10)
Carola Schelle-Wolf, “The German (Lektoratskooperation): a cooperative reviewing service for public libraries by professional
colleagues and a tool for collection building and maintenance”, IFLA Metropolitan Libraries Section 2006 Conference, Paris, 23
Aug 2006, (http:// www.ifla.org/VII/s46/conf/2006/Schelle-Wolf.pdf) (2008/07/10)
Haike Meinhardt, Heinz-Jürgen Lorenzen, Frank Seeger, “Auf dem Weg zum virtuellen dynamischen Lektoratsidenst: Die
Lektoratskooperation－－ein moderner Klassiker”, BuB, Nr. 58, 2006,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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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訊載體的多元化，除了評介的範圍擴充，產品服務的方式也更加多元化，如卡片、紙
本、電子化、線上服務等。
 西元 1976 年的書評服務產品。出版簡要版書評資訊服務 Kleiner ID（Informationdienst）
評介書刊一年約 5,000 種，每周出刊。而將 Kleiner ID 每月彙集出刊的產品 BA
（Besprechungen, Annotationen），每月出刊。完整版的書評資訊服務 Grosser ID 評介書
刊一年約 11,000 種，評介出版品類型包括圖書、玩具及錄音帶，每周出刊。新書選粹評
介 Neue Buecher Auswahliste 一年約 1,500 種，每年出刊兩次。早期圖書館未自動化、網
路化之前，這些服務是以卡片格式供應訂購此服務的圖書館。這些書評服務內容涵蓋有
完整的書目資料、適合讀者群、ASB 的系統分類號、評介文字長度約 8-12 行、薦購評
語等級、評介書刊類別標記。
 西元 2007 年的書評服務產品。出
版簡要版書評資訊服務 Kleiner ID
評介書刊一年約 10,000 種，每周
出刊。由簡要版的 ID 書評每月彙
集出刊的產品 BA，每月出刊。完
整版的書評資訊服務 Grosser ID 評
介書刊一年約 14,000 種，評介出
版品類型包括圖書、視聽資料、
CD-Rome，每周出刊。隨著評介書
刊數量增加，ekz 推出更多種類的
評介服務產品，以滿足不同規模館
藏 的 公 共 圖 書 館 ， 包 括 《 IDAuswahl》精選版，每年 8000 種；
ID 3000 ， 每 年 3,000 種 ； ID
1000，每年 1,000 種；專門為學校
發 行 的 Neue Buecher fuer
Schulen ，每年有 400 種書評選
介；非書評介專刊為 NonbookID，每年 2,500 種。西元 2007 年 3
月起發行的新產品 Bibtipp!，每年
出版 2 次，提供 1,000 種新版有聲
書 的 評 介 服 務 。
Lektoratskooperation 書 評 資 訊 範
例，參見圖三。
圖三 Lektoratskooperation 書評範例
大 致 而 言 ， 德 國
Lektoratskooperation 書評合作服務，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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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的基本架構雖繼續維持沿用，但是其產品內容及服務方式的現代化過程，隨著現代圖書
館的不同需求而產生強烈的變革，配合出版品數量大增而擴充其評介範圍，加強其編目功
能，整合其到圖書館的資料庫管理。從這些傳統的書評合作服務產品創新的過程及成果，顯
然地，至今所推出的 種書評服務，除了傳統的紙本，還推出有電子版本，此外，另附加了
種長期訂購服務及 種活動，及幾乎不受限制地個人化服務的可能性。我們可以看出其
服務在質量上都大大地提升。易言之，今日的書評服務具有更多元化的功能，包括：館藏建
設的重要輔助、編目工具、資料管理工具、圖書館管理工具。因此， 所發揮的效能、
多樣功能、重要性及複雜性都是前所未有的。
9

50

40

Leko

二、書評合作服務問卷調查結果

代表 的
博士，報告了德國圖書館協會針對 服務成效
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西元 年夏天， 對所屬 所公共圖書館會員進行 的
問卷調查，該調查旨在吸收更多成員加入
合作服務，此調查成功地新增
了 位
與 個圖書館加入此服務。此問卷內容包括 個問項，共計 所圖書館
回應，依據調查結果，所有圖書館都有利用到 的書評資訊， 所圖書館準備加入此合
作服務， 所圖書館提出改善的意見，提出之建議包括 各項產品或服務的時效性、收
錄範圍、書評文字的簡要性、統一格式、清楚的評論觀點等。
DBV

Heinz-Juergen Lorenzen
2006

Leko

DBV

210

Leko

Lektoratskooperation

13

Lektoren

6

16

Leko

18

83

17

Leko

三、書評合作服務管理的新發展

代表 圖書館服務公司的
，提出了此書評服務在管理方面的新發展，分
別就其服務需求面、獨立性、實施辦法、創新面，與未來的發展，加以說明。
德國目前並未有任一全國性的機構供應如
的書評服務，協助公共圖書館定期在圖
書市場篩選新書。圖書館利用
協助，在龐大的圖書市場篩選新書的好處如下： 館藏
學科專家需求減少； 館藏建設及發展費用減少； 滿足使用者導向且效率提高。 從
傳統到現代維持不變的服務優勢是： 節省所有參與合作或訂購
服務的圖書館之資
源，共同分享人力、財力及圖書館專業資源； 德國圖書館協會、資訊圖書館職業協會、
圖書館服務公司三個合作服務夥伴，整合發揮各自所長、相輔相成； 合作網絡的服務
特色，這些合作夥伴的全國性圖書館會員單位，為其合作服務的重要基礎，因而奠定其全國
性的地位。然而， 在合作服務的實際運作中，還是有其待改善之處： 合作過程的複
雜性； 書評服務產品的時效性及品質控制；
舊瓶新裝，需要新生命力，建立新氣
象。
為了要克服 實際運作上的問題，且回應及滿足前述 客戶反應的意見及建議，
除了配合調整其合作的工作流程，於西元
年重整
架構及擬定新的工作標
準，為了能夠有效掌握與提升書評撰寫的進度及品管，西元
年 月，所有的評論者
（書評家）及編輯都收到
書評軟體系統，並有義務要安裝，進行所負責的書評作業。
西元 年，採取此新方式後，順利完成的書評稿件達到 成以上。西元 年，開始進
ekz

Frank Seeger

Leko

Leko

(1)

(2)

(3)

Leko

(1)

Leko

(2)

ekz

(3)

Leko

(1)

(2)

(3)Leko

Leko

Leko

Leko

2004

Leko

2004

2

Clyde

200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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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創新業務之一為支持 ekz 建置新的編輯管理系統，透過此系統，期以簡化及改善利用此
系統的工作同仁及圖書館的作業。
此外，創新的觀念還包括所提供資料的內容，將從書名、出版者等目錄資料與新書封
面、目次內容結合，這項新服務預定於西元 2008 年完成與實施。這幾年 Leko 委員會代表成
員也透過一系列的公開演講或在專業刊物發表文章，積極地公開推廣此書評合作服務，不
久，Leko 專屬的網頁將出現在資訊圖書館職業協會的網站，利用此新的管道，廣為宣傳、
推銷相關書評服務產品，且可徵召所需的書評家或編輯人員，有關 Leko 的文宣資料也都會
置放在 ekz 的網站及 Leko 專屬的網頁供取用。
其他進行中的創新做法，還包括：資料配合轉換 MARC21 格式的預備作業、擴充查詢
功能、增設對 Leko 書評的意見或反應的欄位。未來的 Leko 朝向電子化發展，透過電子化及
網路化，提供更多及更新的資訊，附加的資訊將僅以電子化方式提供利用，如此，才能將更
多知識加以分配及易於檢索。
Lektoratskooperation 是德國公共圖書館界最重要的共營企業，在 ekz 公司的大力投入支
持，目前已奠定良好的基礎，幾乎所有公共圖書館都有訂購 ekz 公司的書評服務，現在多數
的圖書館訂購卡片形式的書評資訊，且向 ekz 公司或當地書店採購新書，愈來越多的圖書館
也訂購電子版的書評資訊與採買新書。為了持續此現代化的經典服務，未來 BIB、DBV 與
ekz 三個合作夥伴將朝著更積極創新的方向，來推動此以全球圖書館界獨一無二的模式所營
運的書評合作服務。

伍、國內圖書館書評資訊服務

國內書評事業與歐美相較，實在落後許多。儘管近年來國內圖書出版工業蓬勃發展，出
版數量激增，並著眼於發展華文圖書出版市場，然而我國書評的水平無法反映出圖書出版業
成熟與健全的指標。而圖書館員、消費者、教育者、或父母親們，在面臨琳瑯滿目的圖書資
料時，真要大嘆不知如何選擇是好，因之書評是值得重視與亟需推動的工作 。
比較起來，國內圖書館員就不如歐美圖書館員的好運氣，經常找不到書評作為選書指
南。我國書評多為文學、藝術方面，學術性圖書的書評少見，尚未建立書評制度。資料類型
多以圖書為主，期刊、視聽資料、電子資源等書評更是稀有，惟近年來兒童讀物書評隨著兒
童圖書出版增加而較有發展。西元 1999 年，國內出版界有一則振奮的消息，即國家圖書館
出版了《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每個月迅速刊布最新出版圖書訊息、出版動態、書評以及新
書介紹，非常實用，受到外界普遍好評 。
我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於西元 1999 年 1 月創刊，由國家圖書館發行出版，目前已
發展出一套書目與書評期刊的模式。該月刊已成為代表臺灣新書書目與書評的期刊，透過每
月新書報導，可呈現臺灣每月出版的成果，也是圖書館員選擇館藏的最佳書目工具。其通論
7

8

7
8

同註 3。
王梅玲，
「期待下一個百期《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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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讀者館員出版的新知，書評、讀書人語、新書介紹，是以綜合性、涵蓋各學門領域方式
提供讀者與館員書評文章以為選擇或購買圖書參考，以一般讀者與圖書館為閱讀群，較具綜
合與全面性。此外，《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的電子版也深獲好評，該月刊有關於書評與書介
的資訊服務，「書評」專欄每期約有 篇由學者專家執筆的書評；「讀書人語」專欄由學者專
家導讀介紹新書；「童書賞析」專欄針對童書介紹；「新書介紹」專欄由國家圖書館同仁每月
挑選各類學門好書，分人文社會、自然、科技等領域，挑選 至 則好書，提供書影、
書目與 字書介 。
西元 年 月 日，國圖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在全球資訊網上提供全國新出版圖書書
目資料的檢索服務，西元 月網頁更名為「全國新書資訊網（ ）」；同年 月起增
加書目下載服務，西元 年元月開始以
的書目資料庫為基礎，出版《全國新書
資訊月刊》；至西元 年 月完成「全國新書資訊網」網頁改版。有關書評服務方面，該
版網頁新的服務在新書介紹加入了封面影像、目次、內容簡介、作者簡介、書評等項目，
除在作業系統增加多項對應欄位外，自西元 年 月起，即配合新書月刊所介紹的新書
做封面掃描及蒐集作者簡介、書評等資料並逐一鍵入資料庫 。自西元 年起，國圖依據
過去使用舊系統的優缺點、使用經驗，廣徵圖書出版界、圖書館界的意見，並委託學者進行
專案研究，積極規劃未來作業服務平台的功能需求。整體來說，此項 化服務平台，將至少
包括下列幾點特色：
一、規劃高效率、透明化之 和 線上申辦作業機制；
二、擴大 的給號範圍，掌握更多元化的臺灣出版資訊；
三、建立讀者與出版機構間互動之智慧型新書資訊服務平台；
四、加值轉化更豐富的新書訊息，以供使用者閱讀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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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德國圖書館界發揮其傳統的合作優勢，開啟了此全球圖書館界特有的書評合
作服務模式， 年來，
的書評服務內容及方式歷經不斷的改進及突破，
有鑑於德國圖書館員教育採分級制，研究圖書館員必須先具備大學其他學科學位，因此，在
圖書館專業協會及圖書館員專業協會的號召動員下，可以徵召到各圖書館團體會員與圖書館
員個人會員，尤其，個人會員具備各不同學科背景者，共襄盛舉來參與此新書評介服務，貢
獻各主題學科及圖資專業所長，而由 圖書服務公司統籌出版行銷營運服務，提升德國圖
書館界的訪書與採購成效。今日的
所發揮的效能、多樣功能、重要性及複雜性都是前
所未有的。隨著出版量大增，西元 年 創始時的服務規模僅佔目前年約
種
書評數量與 多位書評家規模的 。此外，因應資訊科技的發展與網際網路的普及，同
時要滿足圖書館的新需求，如圖書館編目分類作業及機讀格式、系統資料庫的建置，其書評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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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頁 。
蘇雅玲，「邁向 世紀的全國新書資訊服務」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 年 月），頁
8

8

89

21

－ －
123

3

。

29-30

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第五卷第一期 /

98

年1月

服務產品從傳統的紙本擴展到電子版等。
德國
發展之初的宗旨，在減少圖書館挑選圖書及非書資料的重覆作
業。透過此合作評選新書的服務，以減輕公共圖書館面對德國每年出版的
多種新書
之採購作業，同時也為訂購、分類、編目工作奠定良好基礎。而《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創刊
宗旨是：「蒐集臺灣地區最新穎、最完整之出版新書資訊，每月刊載臺灣地區出版機構（含
政府機關與個人）向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暨出版品預行編目
（
）的新書出版資訊以及當季出版新書的簡介（每月約報導 至 則不等）；
另有通論、書評、讀書人語、童書賞析、出版觀察、專訪、作家與作品、專題選目等欄目文
章的發表，藉以提昇我國圖書出版之品質，進而提供圖書出版與行銷之訊息，以作為各類型
圖書館及社會各界人士圖書採購之參考」 。
與《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兩者服務前後相差近 年，其宗旨都是
可便捷圖書館進行採購，發起機關都是圖書館，書評書介資訊產出者都有圖書館員參與。以
全國性的 人參與書評撰寫合作機制，每年自
多種新書，挑選出約
種
新書評介，動員約 個會員圖書館之力量，書評資訊為其主要服務項目，並考慮到不同規
模館藏圖書館的需求，衍生出多種產品，評介數量每年
種、
種、 種、
種等，且推介多樣化的資料類型。有鑑於《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產出是以「全國新書
資訊網（ ）」為基礎的副產品，其內容並不僅限於書評資訊服務，且是在單一機構人
力經費有限下的經營。因此，以臺灣目前每年出版約
到
種新書，如何參考德
國圖書館界的合作機制，擴充每年新書評介數量，以下謹就
的優勢來作為我國圖書館
界共同合作推展書評服務之參考：
一、結合圖書館專業組織及出版文化相關機構的合作機制，擴充及穩定新書挑選及書評書介
撰寫的專家資源。
二、 以書評資訊為主要服務。評介範圍擴展至期刊、視聽資料、電子資源等，不限傳
統紙本圖書。服務產品多元化，為不同規模館藏的圖書館，挑選所需主題及數量之館
藏。因應圖書館的需求，附加許多所需的分類與編目服務，並因應網路化及
時
代，開發不受限制地個人化服務的可能性。
三、 書評資訊服務的收費及回饋制度。有鑑於 圖書館服務公司為德國最大的圖書館
資源供應商，目前已擴展為歐洲主要的圖書館服務公司之一，提供圖書館多元化的服務
及產品，因此，各圖書館在新年度訂購 各種服務產品時，可依其向 公司前年
度訂購其他出版品或資料庫的年度總經費額度，享受到不同層級的回饋收費制，易言
之，各圖書館若向 公司訂購愈多其他服務或產品，訂購 書評資訊服務就愈便
宜。
前述
仍在進行中的創新服務，還包括所提供書評資訊的內容，將從
書名、出版者等目錄資料與新書封面、目次內容結合，並且推出
專屬的網頁，利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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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管道，以廣為宣傳推銷相關書評服務產品，且可徵召所需的書評家或編輯人員，有關
Leko 的文宣資料也都會置放在 ekz 的網站及 Leko 專屬的網頁供取用。此外，配合轉換
MARC21 格式的預備作業、擴充查詢功能、增設對 Leko 書評的意見或反應的欄位。未來的
Leko 朝向電子化發展，透過電子化及網路化，提供更多及更新的資訊，附加的資訊將僅以
電子化方式提供利用，如此，才能將更多知識加以分配及易於檢索。而《全國新書資訊月
刊》產出是以「全國新書資訊網（ISBNet）」為基礎，該服務推出時，已是在全球資訊網時
代，因此，有關書評服務方面，於西元 2000 年就已在網頁上將新書介紹加入了封面影像、
目次、內容簡介、作者簡介、書評等項目，除在作業系統增加了多項對應欄位外，並提供下
載服務功能，如書目、MARC 格式檔案，便利國內圖書館進行採購、分類及編目作業。顯然
地，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在網路上推出便捷且又免費查詢檢索利用的書評資訊、扮演國內館藏
建設的重要輔助、編目工具、資料管理工具、圖書館管理工具方面，其創新的速度不亞於
Lektoratskooperation，值得肯定。
然而，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與網際網路的普及，書評書介的功能與產出傳布方式正逐漸
改變，從平面媒體到網路媒介，線上書評書介的出版與呈現，尤其是讀者書評與虛擬閱讀社
群，改變了作者、編輯者、書評者與讀者的角色與關係，展現出不同於傳統的風貌。人們對
於允許跳躍式閱讀、快速搜尋、易於轉寄、與多元互動等特點之數位化書評場域接受度如
何？網路特性對書評的價值與影響為何 ？目前德國也有一些專門刊登書評的網站，如「採
珠人」文化網站，網址為 Perlentaucher.de，網站以小而精見稱，吸引了許多喜歡閱讀的德國
人。總之，圖書館界未來要如何共同面對及接受書評合作服務的新挑戰，包括網路書店、網
路書評、網路出版品的書評，這些透過網路產出的原生數位書評，將是圖書館界以傳統方式
徵稿或邀請專業執筆產出的模式，現在與未來持續創新服務時需考量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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