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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資訊科技在圖書館的應用,隨著電子傳播科技的進步而顯著的改變。從傳統的紙本印刷,到今
日的多媒體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的發展與應用, 可看出資訊科技對圖書館服務的實際
影響。網際網路資源以驚人的速度增加，圖書館應用網際網路提供參考服務乃時勢所趨。以下乃
就參考諮詢服務發展的進程作簡要之說明，從傳統的參考諮詢服務談起、進而介紹數位參考諮詢
服務及聯合數位參考諮詢服務，而聯合數位參考諮詢服務則是未來的趨勢之一。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he library is significantly
changed due to the progress of the electronic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The practical
influence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be seen from the traditional paper
printing to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World Wide Web for the global
multimedia information network. It is the trend that the library needs to provide
reference service by using the internet. This can be seen from the amazing increase
of the internet resources. The following will show a simple explanation of the
progr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ference consulting service. The discussion will
range from traditional reference consulting servic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igital reference consulting service and cooperative digital reference consulting
service. The cooperative reference digital service consulting service is one of the
future trends.
【關鍵詞 Keyword】
數位參考諮詢服務；聯合數位參考諮詢服務

Digital References Services; Cooperative Digital References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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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用，參考諮詢服務已突破了時空的限
制，配合讀者的需求，提供了跨越時間
與空間的服務。面對網路科技的日新月
異，參考諮詢服務亦隨之因應，在服務
的方式及型態上作調整，進一步發展出
數位參考諮詢服務、即時參考諮詢服
務、聯合數位參考諮詢服務等，透過網
路科技的應用，滿足讀者的需求，提供
完善的服務，其中數位參考服務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s）是參考館
員利用電腦和網路，以數位化的方式
（如電子郵件、線上交談、視訊參考
等）所進行的服務，協助使用者查尋資
訊或回答問題，提供使用者遠端、即時
和無時空限制的服務（註 2）
。

參考諮詢服務一向在圖書館讀者服
務中扮演重要角色，傳統圖書館設有參
考諮詢臺，以提供讀者問題諮詢及取得
資料的管道。隨著網際網路的盛行與資
訊科技的發展，參考諮詢服務有了重大
變革。線上參考諮詢服務延伸參考服務
的範圍至館外的讀者，圖書館多在網頁
上設有 E-mail，以提供電子郵件參考諮
詢服務或是 FAQ 常問問題集，讀者不
需親自到館即可與參考館員聯繫諮詢問
題。網際網路上也有搜尋引擎與提供問
題 諮 詢 的 網 站 （ 如 Webhelp 、 Ask
Jeeves），但網路資訊的正確性卻常被
人所質疑，而能夠提供正確且經過組織
的資訊，多數為需付費使用的資料庫，
一般搜尋引擎並未包含這些需付費使用
的網站，在這種情形下，圖書館館員可
發揮其對於資料組織與整理的專長，提
供正確、完整且深入的資訊，透過資源
共享，結合其他圖書館不同的館藏特色
與館員專長，以滿足讀者對於資訊的需
求與期望（註 1）
。
參考諮詢服務是圖書館資源與讀者
間的橋樑。網路科技帶來的衝擊，使參
考問題的來源，解答問題的工具，變得
無限寬廣複雜，以往讀者諮詢問題，可
能是面對面，或透過電話，現在讀者可
透過 E-mail 或網頁上的留言提出問
題。在時間上，只要上網，隨時可提出
問題；在空間上，他不須到圖書館，可
跨館尋求解答。換言之，透過科技的應

貳、傳統的參考諮詢服務
圖書館參考服務態度受行銷服務觀
念的影響，服務態度日趨積極。新的圖
書館服務理念為「追著問題跑」
（“going where the questions are”）
，
參考館員主動發現需要幫助的讀者，立
即指導或引導讀者至參考館員或學科專
家處，此類型參考館員被賦予戰鬥化的
名稱──機動館員（“Roving Librarian”
意即不停地到處走動）
。
傳統的參考諮詢服務透過電話、傳
真或設置參考諮詢臺等方式來進行，受
限於服務時間、地點及人員配置。但網
際網路改變了參考服務方式，趨向多元
化、合作化；從人工作業走向自動化、
電子化、網路化；從被動走向主動、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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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則允許讀者同時與館員對談
並使用 Co-browsing 軟體線上觀看館員
操作的畫面。
四、電子參考資源整合查詢介面
電子參考資源整合查詢介面受限於
使用權限和整合技術，而無法納入各種
電子資源，圖書館由於使用權限及經費
限制，也無法訂購所有的電子資源，使
用者亦需花費相當時間適應各種不同的
檢索介面。目前已有 Xrefer 網站提供
整合檢索介面，讓使用者一次檢索多種
資料庫。
五、知識庫的發展
除了參考資料外，館員回答過的
參考問題，也是重要的參考諮詢資
源，館員整理讀者常問問題（FAQ），
以減少讀者重複詢問類似的問題。知
識庫發展之目的就在於可重複利用這
些已回答過的參考問題。例如 WebHelp
網站提供商業性的諮詢服務，當使用
者輸入問題時，系統利用關鍵字搜尋
所有曾經被詢問過的歷史問題紀錄，
並回傳所有符合的答案，若使用者認
為答案不符需求，可再進行線上求
助；此系統的好處在於自動產生常問
問題紀錄，重複利用類似問題的解
答，缺點在於每個人發問的方式各有
不同，導致類似的問題可能有多筆重
複記錄。QuestionPoint 即以知識庫為
基礎，透過圖書館的館際合作，合作
回答參考問題並建置知識庫（註 4）。

極；從地區性走向全國性、全球性。無
論參考諮詢服務使用何種工具，參考服
務的目的始終如一，積極改變參考諮詢
服務，引導讀者有效地發現、評估和正
確的使用資訊，了解掌握讀者的需求，
才能提供滿足讀者需求的參考諮詢服務
（註 3）
。

參、線上參考諮詢服務
所謂線上參考諮詢，即利用網際網
路進行線上參考諮詢或互動諮詢。以下
簡介幾種線上參考諮詢進行的方式：
一、網頁表單填寫問題
在圖書館網頁上提供給讀者填寫問
題的表單，再由館員回覆。由於以自由
格式的 E-mail 傳送問題，有時較難了
解讀者的身分和問題所在，網頁表單的
好處在於可利用表單欄位取得較多相關
資訊，館員亦可將適合的問題與回答自
動儲存為常問問題。
二、合作瀏覽（Co-browsing）
運用 Co-browsing 相關軟體，讓館
員與遠端讀者可同時看到同一畫面，讀
者看到館員操作使用資料庫的畫面，進
而了解如何使用資料庫檢索。
三、線上對談（Communucation）
國外圖書館較常用的是線上對談
（Chat），讀者透過線上對談直接向館
員詢問問題，與電話相較，線上對談需
打字較浪費時間，但相對地，系統能夠
將對談過程紀錄下來，作為後續加值之
用。語音電話（VoIP, Voice over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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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線上參考服務的發展特性

可透過傳真機、電子郵件、或郵寄方式
等輸送，付費可由信用卡或預付款的方
式支付。整個過程，從提出全文需求申
請、全文文獻傳遞和付費等，皆可一氣
呵成，真正達到有效且具時效性之文獻
傳遞服務（註 5）
。

網路化參考服務不同於以往傳統的
參考服務，圖書館的線上參考服務具有
以下幾個發展特性：
線上參考諮詢台服務
線上參考服務提供的時間為廿四小
時，讀者詢問的管道已不受時間與空間
的限制。
提供電子資源的檢索
受到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影響，各式
書目或全文資料庫已大量發行網路版，
網際網路參考資源亦隨之不斷地增加，
讀者自行檢索電子資源已為普遍現象，
提供電子資源的檢索為圖書館線上參考
服務的世界發展潮流，參考部門所要徵
集的資料庫擴及網路化媒體已是必然趨
勢。
個人化的參考服務
針對個別使用者研究主題，主動提
供“新到期刊目次服務”“新知選粹服
務”。提供使用者依據個別研究主題自
訂需求檔（User Profile），可設定期刊
刊名提供“新到期刊目次服務”，和設
定研究主題關鍵字提供“新知選粹服
務”；同時依據使用者的需求，定期以
電子郵件（E-Mail）方式寄回期刊目次
和研究主題相關資料。
即時性的文獻傳遞服務
資料如無法擁有，至少能夠取得，
文獻傳遞成為滿足使用者資訊需求的重
要方式。網路資訊環境之電子文獻傳
遞，從提出需求申請、全文文獻傳遞，

肆、全國圖書館線上參考諮
詢服務系統建置與服務
計畫
一、計畫緣起
近年來，數位圖書館已成為圖書館
界努力追尋的目標，圖書館的任務與角
色雖然不變，但卻必須更積極地運用電
腦與網路技術成為知識的領航者，數位
圖書館應成為讀者吸收知識的入口。數
位化的資訊成為主軸，電腦與網路技術
更形重要，但並不代表讀者與館員不需
要再有接觸，相對地，館員與讀者間的
接觸可能更為密切，只是彼此的接觸需
用電腦與網路技術來輔助。
對圖書館的讀者而言，所需要的參
考諮詢服務乃是能夠快速地提供有用
的、相關的、權威的、可檢驗的的資
訊。要在數位圖書館時代裡，滿足讀者
的需求，圖書館必須把在傳統圖書館時
代裡所擅長的對實體館藏的採訪、記
述、與提供資訊服務，擴展至不受時間
與空間限制的資訊服務（意即涵蓋實體
與虛擬館藏），真正達到無牆圖書館
（Library without Walls）的境界。
在數位圖書館時代裡，資源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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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訊網路時代科技進步，圖書
館服務讀者的本質依然不變，惟有充分
運用新科技，並結合多館力量，才能使
圖書館的讀者服務做到最好。線上合作
參考諮詢服務系統即是最佳的例子，
QuestionPoint 藉由建置知識庫的過程，
將參考問題與答案標準化、格式化，以
做好知識分類與管理工作。然而，每個
讀者問問題的方式與各館館員回答的方
式都有不同，有人認為線上參考諮詢服
務省掉了參考晤談的過程，無法了解讀
者真正的需求，從 QuestionPoint 運作
經驗也可得知，參考館員人力的介入是
非常重要，參考館員的服務精神與使命
感，是線上合作參考諮詢系統是否能成
功運作的關鍵因素（註 6）
。

理念應落實在對讀者的參考諮詢服務，
即透過圖書館館際合作，提供讀者更快
速、更精確的問題詢答管道。因此在國
家圖書館提出之「圖書館事業發展三年
計畫」下，委託交通大學圖書館執行
「全國圖書館線上參考諮詢服務系統建
置與服務計畫」
，借助 OCLC 與 Library
of Congress 建置 QuestionPoint 的相關
理論與經驗，修改為符合臺灣之圖書館
的需求，建置屬於臺灣之圖書館界的
CDRS 系統。
二、計畫概述
採用 QuestionPoint 的概念，建置
以知識庫為基礎的線上合作參考諮詢服
務系統，提供下列功能：
讓讀者線上輸入問題內容、用途、服
務類型、資料類型、回覆時限等問題
的基本資料，由參考諮詢館員負責答
覆。讀者的問題與館員的解答並儲存
於知識庫中，讓館員得以後續整理為
常問問題（FAQ）供讀者瀏覽及查
詢。
本館館員無法回答的問題，系統會自
動轉介給其他的圖書館。
提供兩種不同的知識庫，本地（Local）
知識庫主要儲存各館個別的參考問
題，例如：開放時間，借閱規則等各
館相關資料；全域（Global）知識庫
則儲存一般知識性的參考問題。
蒐集整理參考資源相關資訊：蒐集彙
整圖書館利用、各類型文獻取得途徑
等資訊，以提供讀者資料尋找與圖書
館資源利用之相關知識。

伍、數位參考諮詢服務
一、定義
與數位參考服務類似的名詞很多，
如：電子參考服務（Electronic Reference
、互動式參考服務（Interactive
services）
Reference Services ）、 遠 端 參 考 服 務
（Remote Reference Services）
、虛擬參
考服務（Virtual Reference Services）、
線 上 參 考 服 務 （ Online Reference
Services）等，這幾個名詞雖然不同，
探討的內容卻相仿，皆是透過電腦和網
路提供使用者不受時空限制的參考服
務，在數位參考服務的意義和內涵方
面，意義多元且未成熟，有些定義很簡
單，認為使用者利用電腦提出問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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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參考服務中，電子郵件是最
早進行，也是目前圖書館最常使用的方
式。依照使用方式的不同，又可分為基
本和網頁表單（Web Forms）的電子郵
件。
優點：
1. 傳遞速度快且容易操作使用。
2. 使用者可以不受時空的限制，只要
能有連上網際網路的設備均能使
用。
3. 增加圖書館參考館員與讀者之間溝
通的管道，從早期面對面的諮商、
書面的答詢到利用電話的諮詢，進
而發展到使用電子郵件溝通，對不
善言語表達的讀者，可藉由此一工
具表達想要尋求的問題，而館員也
可經由電子郵件尋求同事或同儕的
幫助，彼此合作解決問題。
4. 可將無法或較難解決的問題經由電
子郵件轉送其他單位人員尋求協助
解決。
5. 因利用電子郵件傳遞訊息，等於間
接將參考問題紀錄下來，保存該項
資料有助於未來問題的解決。
6. 累積問題以便建置參考問題資料庫
或建置網頁上常見問答集 FAQ。
缺點：
1. 電子郵件的收送如不能全天候守在
電腦前作業，即無法即時接收訊
息，而延誤讀者的需求。
2. 透過電子郵件傳遞問題或訊息時，
在無法有效的採取面對面互動式的
將所要傳送的訊息表達清楚。雖然

能夠得到立即性的回覆，或是透過網路
提供使用者即時的參考等皆可稱之，以
下列出三個明確定義：
 以 人 為 媒 體 中 介 者 （ Human，透過網路提供使用者
intermediated）
協助。
一種經由電腦提供的參考服務，更專
指經由網際網路提供之參考服務，盛
行方式有電子郵件、“Ask-A…”服
務、線上導覽（Online Pathfinders）
、
訊息傳送和即時網路參考服務
（Real-time Live Web Reference）
。
數位參考服務是借鑒了電子商務中在
線客戶服務的成熟經驗，通過常見問
題解答數據庫、電子郵件、web 表
格、在線聊天（線上交談）、共同瀏
覽（Co-browsing）等形式滿足讀者
的各種信息需求。
綜而言之，數位參考服務是參考館
員利用電腦和網路，以數位化的方式
（如電子郵件、線上交談、視訊參考服
務等）進行的服務，協助使用者查尋資
訊或回答問題，提供使用者遠端、即時
和無時空限制的參考服務。
二、數位參考服務的形式
根據相關文獻，數位參考服務的形
式分為五大類，分別為電子郵件（E、線上參考資源（Online Reference
mail）
、知識庫（Knowledge Base）
、
Reources）
線 上 交 談 （ Online Chat ） 和 視 訊
（Teleconferencing 或 Videoconferecing）
參考服務。
電子郵件（E-mail）
33

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第三卷第四期 / 96 年 10 月

使用者直接查詢。簡易與基本的知識庫
為常見問題集（FAQ）或參考問題選
粹，為圖書館將讀者曾經提出之參考問
題或圖書館自設的基本回答將之分類置
於網頁上，以供使用者自行查詢。進一
步的知識庫是將已被問過的參考問題轉
成資料庫，將問題輸入系統，系統將送
來之問題自動在知識庫中先分析是否已
有現成的答案，如已有答案就由知識庫
直接送出答案，若無現成答案，系統再
將問題轉置由館員以電子郵件、線上聯
絡館員交談等方式回答之，知識庫的優
點在於若資料庫中已有適合的答案，則
完全不需人力介入即可回答問題，既可
節省經費，且屬於全年無休的服務，缺
點是缺乏與使用者間的互動，同時資料
庫本身需不斷更新維護。
線上交談（Online Chat）
線上交談的優點在於類似現場之參
考互動，不會有因聽不清楚而忽略的問
題，使用者可保留交談紀錄，幫助聽覺
或説 話有困難的使用者，有助於英文非
母語或其他語言使用者溝通。缺點在於
館員必須在短時間內做出回應，比傳統
參考服務方式多出新的限制，無法讓使
用者與館員使用非口語的溝通，如視覺
與肢體動作，使用者必須有足夠耐心等
待館員回答問題。
視訊參考服務
隨著多媒體技術與網路的發展，視
訊技術結合到圖書館參考服務中，可收
文字傳輸和交談的優點，館員面對面和
使用者進行晤談，避免了看不見使用者

電子郵件可將問題敘述，但此種不
是立即互動式的作法，終究無法將
問題在答覆的過程中詳敘清楚，尤
其是繁雜的問題或需要實地演練的
問題。
3. 若由不同的參考館員接續電子郵件
中的同一問題，除非文件紀錄及處
理過程記載詳盡，否則不易知道發
生的歷史經過，也不易由電子郵件
中找到完整的答案。
4. 由於參考部門所接收的電子郵件來
源，來自四面八方，讀者群特性不
易掌握（註 7）
。
 線 上 參 考 資 源 （ Online Reference
Reources）
線上參考資源是依據某個主題幫助
使用者找尋資訊，也稱為線上導航者、
虛擬參考書架或虛擬參考館藏。它一方
面是一種數位參考資源，同時也是使用
參考資源的方式。隨著愈來愈多的網路
資源與電子形式的資訊，線上參考資源
亦能隨時隨地、無時空限制的為讀者使
用，而且與電子郵件比較來說，不需花
費時間等待回覆，優點是能指引性的搜
尋，能夠降低錯誤，發揮指引性的功能
並提供正確的資訊，缺點是在於其為靜
態的本質，對使用者無互動的效果，且
缺乏獨特性，儘管通常其為特定的，但
僅特定某一族群，無法滿足使用者個別
的需求。
知識庫（Knowledge Base）
知識庫是參考館員整理曾被問過的
參考問題，將之置於圖書館網頁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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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erence）
2. 合作瀏覽（Co-browsing）
運用合作瀏覽軟體，讓館員與遠端
讀者同時看到同一畫面，讀者得以了解
如何使用資料庫檢索。
三、圖書館推動數位參考服務理由如
下：
時代的趨勢與潮流：全球有 3000~
4000 個圖書館，提供即時數位參考
服務。
即時互動性佳：可即時解決讀者困
惑，提供互動性極佳的服務介面。
找回流失的 E 世代讀者：網際網路
的普及，圖書館流失讀者，參考諮詢
問題相對減少，引進即時數位參考服
務或能改變這種現象，重新找回流失
的讀者。
超越圖書館服務極限：圖書館成為數
位資源中心或教學資源中心或知識服
務中心的地位。
縮短讀者與圖書館之距離：透過交談
式參考服務、網頁傳送服務、視訊服
務等功能，將重新拉近讀者與館員之
距離。
方便指導讀者資訊利用技巧：利用
「網頁共同瀏覽」對讀者一對一的資
訊利用指導，指導讀者如何檢索資
訊。
讀者感受到圖書館的親切和快速服務
（註 9）
。
當圖書館的發展順應網路化的潮
流，朝向數位化圖書館邁進時，參考諮
詢服務無疑地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元素，

反應、肢體語言等電子形式所無法達到
的效果，但目前在技術、經費和設備尚
有無法解決問題，技術上如頻寬、聲音
和畫面傳輸品質不佳，經費和設備問題
上，現今這些設備仍屬昂貴，圖書館是
否能夠只為提供這種服務而有多餘經費
可購買？同時使用者端也要有同樣設備
才能夠使二者互相溝通，因此，雖然視
訊技術在電子商務上已使用，也有圖書
館進行試驗，但仍無法成為圖書館服務
的主流，然而，隨著技術發展與相關問
題的突破，視訊參考服務應用在數位參
考服務上有其優勢與潛力（註 8）
。
透過 E-mail 或網頁表單的數位參
考諮詢服務是屬於非同步的數位參考諮
詢服務，換句話說，讀者和館員間並非
即時互動，對於有急迫需要的讀者而
言，往往緩不濟急；此外，亦無法像傳
統參考諮詢服務能讓館員透過參考晤
談，真正了解讀者的資訊需求。有鑑於
此，數位參考諮詢服務乃進一步走向
「即時數位參考諮詢服務（Live Virtual
Reference）」。所謂即時數位參考諮詢
服務，強調運用電腦及網路科技，讓館
員與讀者同步即時互動，進行數位參考
諮詢服務，可能進行的方式包含：
1. 即時對談（Real-time Chat）
讀者透過線上對談工具直接向館員
詢問問題。系統能夠將對談過程紀錄下
來，作為後續加值之用，或 E-mail 給
發問者。除了即時對談之外，亦可採用
語 音 電 話 （ VoIP,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 和 視 訊 會 議 （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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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以下介紹美國 Question Point 計
畫、大都會合作圖書館系統（MCLS）
的 24/7 計 畫 、 虛 擬 參 考 諮 詢 台
（VRD）
、英國 EARL 系統下的 Ask a
Librarian 服務等四個計畫。
一、美國 Question Point 計畫
美國 Question Point 計畫，前身為
聯 合 數 位 參 考 服 務 （ Collaborative
，
Digital References Service，簡稱 CDRS）
即線上合作參考諮詢服務系統，其目的
在於透過網際網路促使多館合作，以提
供高品質、專業且不受時空限制的參考
諮詢服務，此項計畫由美國國會圖書館
與 OCLC 合作開發，透過圖書館及相
關機構的網路，提供不受時空限制的專
業化參考服務予研究者。此項服務使用
新科技提供網路上數以萬計的資源，並
將所有合作館所典藏非在線上資源也一
起提供。Question Point 提供合作館更
多的參考服務選擇與協助，如透過
Question Point 系統將讀者問題送給全
世界的合作館的參考服務館員，請教不
同學科專家。它的主張是把圖書館傳統
的加值服務傳給館內、地區、國家和全
世界讀者。在西元 2002 年 6 月 3 日 10
版正式上線並更名為 Question Point。
主要功能
1. 提供讀者透過圖書館網頁填寫問題
單（各館可自訂問題單格式），以
及線上聊天（Chat with A Librarian）
的功能，讀者可透過網頁或 E-mail
收到答覆。
2. 館員可線上隨時更新圖書館資料以

為了善用網路環境及資源，更為了提供
讀者高品質的服務，數位化參考諮詢服
務已是當前的發展趨勢。在國內，由於
參考諮詢服務人力的不足，目前尚未有
圖書館真正施行即時數位參考諮詢服
務，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即時數位參考
諮詢服務應會成為國內圖書館參考諮詢
服務的一環（註 10）
。

陸、聯合數位參考諮詢服務
所謂數位合作參考服務，實際就是
傳統參考服務因應時代的演進而衍生
的，真正的數位應是指以「網頁表單」
Web Form 或「即時交談服務」Realtime Chatting 等方式來進行整個諮詢服
務的過程，並透過專屬軟體與主機的處
理，讓圖書館可以針對讀者的諮詢問題
與館員回覆的答案，進行相關的資訊與
檢索，包括讀者滿意度調查 ，回覆時
間統計，服務量統計，讀者背景資料分
析、知識庫的建置與檢索等，聯合數位
參考服務是圖書館透過合作或結盟的方
式，結合不同地區、不同性質圖書館以
及與學者專家和學會形成聯盟，或是在
原有的聯合計畫中納入數位參考項目，
以聚集大量的資源與人力，提供數位參
考服務，其發展的原因在於圖書館進行
數位參考服務時，希望此項服務能不受
時空限制，每天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
概念隨之而生。然而，這樣的方式需有
強大經費與人力支援，絕非單一圖書館
所能負擔，因此產生聯合數位參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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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館 員 資 料 ， 以 提 供 Request
Manager 正確的資料做問題配送。
3. 根據各館館藏特色、館員專長及可
提供服務時間，轉介未回答問題給
其他圖書館。
4. 館員可線上回覆、管理問題，查詢
歷史問題。
5. 館員可隨時追蹤問題狀況及統計資
料報表。
6. 可檢索知識庫，已經提問過的問
題，系統會從知識庫中查詢答案。
7. 同性質或同地區的圖書館可組成聯
盟加入（Local Network）
。
圖書館推動合作參考服務的理由：
˙分享各館參考資源。
˙分享各館專業人員。
˙擴大讀者服務範圍。
˙延長服務時間。
˙提昇服務效率。
˙即時服務讀者。
˙提昇館員服務技能。
˙降低軟體訂購費用（註 11）
。
二、大 都 會 合 作 圖 書 館 系 統
（Metroplitan Coopeative Library
System，簡稱 MCLS）之 24/7 參
考 服 務 計 畫 （ 24/7 Reference
Project）
MCLS 是大洛杉磯地區 31 個獨立
城市和特別行政區公共圖書館的圖書館
組織，彼此分享資源以改善圖書館服
務，在會員服務的部份包含即時交談
（Livechat）
。24/7 參考服務計畫是發展
出來為會員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其目

的在於提供圖書館工具，以完成即時的
參考服務工作，期望在任何時間地點服
務使用者。24/7 Reference 是一種工具
軟體，它能夠使館員透過網路提供即時
的參考服務，每個圖書館都能依照自己
的取向去服務讀者，目前參與的圖書館
約有 50 個。
三、美 國 虛 擬 參 考 諮 詢 台 （ Virtual
Reference Desk，簡稱 VRD）
虛擬參考諮詢台系統由美國教育部
資助，以 80 多個專家諮詢網站為基
礎，為中小學師生提供 24/7 的專家諮
詢服務，其目的是致力於現有數位參考
服務的進一步改善。網路使用者可直接
進入相關網站提出問題，這些問題經過
專家回答後，再回覆給使用者。虛擬參
考諮詢台結合一般的專家諮詢網站，使
用者提出問題，系統自動地利用所有專
家諮詢網站的資源來解答問題。
四、英國 EARL（Electronic Access to
Resources in Libraries）的 Ask A
Librarian
EARL 是英國公共圖書館線上合作
系 統 （ Consortium for Public Library
Networking），西元 1995 年開始的計
畫，參與此聯合系統成員包含英國
60%以上的公共圖書館和一些組織機
構。西元 1997 年 11 月 EARL 推出一
個 合 作 諮 詢 系 統 ， 稱 為 Ask A
Librarian，目前有 60 多個圖書館會
員，其合作管理採用的是各圖書館輪流
值班制，規定某一天由某一個圖書館負
責解答使用者的諮詢問題，當使用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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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所典藏的非數位化資源一併提供。合
作館可以透過 CDRS 系統將讀者的問
題，送給全世界合作館的參考館員，讀
者不僅可以從本地圖書館獲得協助，更
可以擴大至區域圖書館、全國圖書館，
甚至是全球圖書館的參考服務資源。
未來的聯合數位參考諮詢服務，應
以知識的規格化、自動化及專業化為努
力的目標。
「聯合」
（圖書館間的合作）
與「數位」（知識的數位管理）兩個概
念的結合，應該是未來參考諮詢服務的
兩大主軸。在合作的情況下，各館可以
各自發展一個專門學科主題，彼此分工
合作，能更有效地服務讀者及利用資
源，以達成資源共享的目標。

寫網頁表單並送出問題後，系統自動將
使用者的問題分送給當天值班的圖書
館，在規定的二天內給於予解答，並將
答案以電子郵件回送給使用者（註
。
12）
透過資訊科技的運用，資源共享的
理念可進一步落實在對讀者的參考諮詢
服務，亦即透過館際合作的力量，提供
讀者更快速、更精確的問題答詢管道，
此即聯合數位參考諮詢服務。
其主要的優點在於：
提供全天候 24 小時，每週 7 天的參
考諮詢服務。
促進各地不同館藏的圖書館與不同專
長的館員合作，進行參考諮詢服務。
讓讀者的問題能由最適合的專家來回
答。
整合、強化參考人才。
節省資源，可提供讀者即時、全時參
考諮詢服務。
缺點：各圖館間協調配合所需負擔
的責任及轉介問題時的判斷與規範。
在網際網路時代，讀者發問的類型
與深度均較以往不同，且各館的館藏類
型與特色均有差異，單靠一館之力很難
完全滿足讀者的資訊需求。在國外已有
不少圖書館推動聯合數位參考諮詢服
務。例如：美國聯合數位參考諮詢服務
（Collaborative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
以下簡稱 CDRS）是透過圖書館及相關
機構的網路架構，對研究者提供不受時
空限制的專業化參考諮詢服務。除提供
網際網路上多種的資源，更將所有合作

柒、結論
數位化帶來的不是人力的精減，而
是服務的精進，期望國內數位參考合作
服務，能結合文獻傳遞服務，吸引讀者
使用，參考服務透過各種合作模式可以
數位化、虛擬化，但館員不能虛擬化。
數位化的圖書館參考服務帶給傳統
圖書館的不是工作的改變，而是工具的
改變，圖書館服務的本質並未改變，新
的工具及技術增強了資訊傳送的能力，
資訊技能的革新有必要隨著環境的變遷
而做調適。
圖書館參考館員在角色及技巧上已
隨著數位化的來臨而有所改變，不再是
資訊的收集者，也是資訊的評估者。參
考館員面對不只是大量的資料，同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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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中做更完善的改進？如何因應讀者的
新需求？這些都是身為圖書館人員要加
以自我思考的（註 13）
。
參考諮詢服務未來更待努力的方向
如下：
一、朝向「聯合數位參考諮詢服務」發
展
隨著資訊與網路科技的發展，數位
參考諮詢服務已成為圖書館參考諮詢服
務的趨勢。各館除提供數位參考諮詢服
務外，圖書館更應組成聯盟，進行館際
合作，分享彼此的資源與實施經驗，或
進行問題的轉介，集合圖書館界的力
量，才能提供讀者更優質的參考諮詢服
務。
二、提供個人化的參考諮詢服務
參考諮詢服務的提供必須因應不同
類型的讀者，提供不同層次的服務，視
讀者的需求給予不同的服務，強調個人
化的服務。圖書館應根據讀者偏好的主
題建立讀者興趣檔，定期檢索更新後的
資料庫，將檢索結果提供給有興趣的讀
者，強調主動、積極與個人化的服務。
三、參考諮詢服務必須更具彈性
在參考諮詢服務中，對讀者提供參
考諮詢服務，強調的是教導讀者如何找
到所需的資訊，而非直接幫他找到資
訊。
四、加強參考館員的專業知能
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參考館員有
必要重新思考在資訊化環境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改變傳統參考諮詢服務的方式
和態度，善用網際網路，以提昇參考諮

於網際網路快速的發展，網路的資源應
運而生，參考館員將網路資源整理，將
資訊提供給所需的讀者，同時在大量資
訊流通的今日，參考館員也更應化身為
資訊的守門員及過濾者，將有用的資訊
透過網路傳送給讀者。
歸納而言，數位時代的圖書館，必
須改變其舊有作法、思維，若只是固守
傳統圖書館的服務型態與心態，勢必無
法滿足網際網路時代的需求，而圖書館
在參考服務經營的型態上也需作新的調
整，來面對新世紀的到臨，到底圖書館
的參考服務在數位化的過程中有些什麼
改變呢？
讀者不需親自到圖書館的參考櫃台當
面詢問問題，資訊尋求的行為模式有
些轉變，人際關係也因此變得比較疏
離。
圖書館的參考館員不再僅是資訊傳遞
的媒介，他同時必需是資訊的篩選
者。
圖書館的參考服務不再僅是一對一的
服務，經由網路的傳達，也可能是一
對多的服務。
參考服務的詢答網頁也由較靜態的電
子郵件或常見問答集（FAQ），改成
活潑互動的畫頁或功能。
數位參考諮詢服務不再受限於區域及
時間上的限制。
數位化參考服務需要提供更多的網路
資訊。
當我們面對圖書館參考諮詢的轉型
時，變革是必然要進行的，但如何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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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
註5

詢服務的品質。為因應瞬息多變之社會
型態，必須不斷地接收新知，努力充實
自我，透過資訊檢索技巧的訓練，才能
讓參考諮詢服務更為迅速而完善地迎合
時代需求。然而，不論科技如何發展，
參考館員的服務精神與使命感，才是參
考諮詢服務能否成功運作的關鍵因素
（註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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