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與系統組 張素卿專員 

一、 緣起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是圖書館資源組織管理與延伸各項資訊服務的基礎建設，

東吳大學圖書館於民國 80 年首次導入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系統（SEA-URICA），為

當時國內少數大專院校圖書館完成自動化，以及完整購置採錄、編目、流通、公用

查詢目錄及期刊模組之學校。因應電子形式資源的改變，網路通訊與個人電腦普及，

87年更新自動化系統為 Web查詢版本，98年順應數位出版迅速成長及數位典藏，

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原廠升級為 Spydus 8。 

然而，在 106 年 12 月 31 日，圖書館面臨原系統廠商停止維護現有產品之窘

境，而與其授權續簽訂維護合約的立一資訊顧問公司也僅支援服務至 108年 12月

31 日止。在面對數量日益增長且龐雜的電子資源及不斷串連或加載越來越多的資

訊服務與設備需求情形下，傳統主從式架構與封閉式系統的設計，系統功能早已不

敷數量不斷增長的電子資源和各種數位化服務需求，更無法支援整合開創新型態

的圖書館服務。 

在前述迫切需求及因緣際會下，圖書館以由東吳大學為首的 12所私立大學所

組成的「優九聯盟」（於 107年 1月已更名為優久大學聯盟）為契機，由本校、淡

江及銘傳 3校率先購置啟動「共建共享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期望導入雲端運

算技術、優化工作流程、超越資源型態的限制、全面管理各類型圖書資源，提供聯

盟師生簡單、快速、即時、完整檢索紙本與電子資源之平台，並提供讀者全方位的

圖書館服務。 

二、 系統選擇 

優九聯盟於 106 年 3 月 24 日在東吳大學召開第 1 次圖書委員會會議，研議 9

校圖書合作項目，會中通過並決議由淡江大學擔任「自動化系統」合作項目之召集

學校，與東吳、銘傳、實踐三校成立自動化工作小組，共同規劃自動化系統合作方

案。 

在系統評選方面，分為 2階段： 

(一)自動化工作小組於 106年 7 月 6日舉辦「優九聯盟共建共享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廠商簡報會，共有國內外 6 家系統廠商與會，會後共識決議，聚焦 3

個系統：Alma、BLUEcloud 及 Sie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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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6 年 8月至 9月間，請入選的系統廠商再進行完整的系統展示，共 4個場

次，此次開放各校參與，最後由淡江、東吳、銘傳作最後的評選。 

106 年 10 月 23 日優九聯盟圖書委員會自動化工作小組成員館第一次館長會

議決議以七大面項進行評選，分別是：「系統功能」、「館藏管理」、「聯盟發展」、「售

後服務」、「成本設備」、「市場現況」、「安全性」。評選結果有 3 家廠商（Alma、

BLUEcloud、Sierra）入選，第 1名為 Alma（見圖 1）。 

為建立聯盟合作基礎，106 年 12 月 7 日優九聯盟校長會議通過自 107 學年起

由淡江、東吳、銘傳三校優先導入優九聯盟共建共享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做為聯盟

發展的基石。106 年 12 月，聯盟合作由北區跨域至中區三所學校相繼加入，成為

十二校，因此，自 107 年 1月，「優九聯盟」更名為「優久大學聯盟」。107年 1月

4 日優久大學聯盟圖書委員會自動化工作小組成員館第二次館長會議決議確認選

用 Alma系統。 

 

【圖 1：系統評選過程示意圖】 

 

三、 新系統規格討論及議價 

在確認選用 Alma 系統後，除三校(淡江、東吳、銘傳)更換自動化系統外，此

更新建置案同時亦為優久大學聯盟共建共享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先導計畫。因此，

整個系統規劃必須以「聯盟共建共享」為核心思維，目的在建置全新的「雲端自動

化系統」，協同優久大學聯盟成員力量，除有效提升各校圖書資源運用，彰顯教學、

學習及學術研究能量外，並透過聯盟合作達到資源共建共享、樽節經費，以發揮聯

盟最大效益。 

三校歷經與廠商近一年的討論協商，確定系統運作主要參數如下： 

(一)書目量：合計約 240萬筆（淡江1,162,569筆、東吳677,392筆、銘傳 633,521筆）。 

(二)登入 Alma的帳號數：合計 86組（淡江 37組、東吳 25組、銘傳 24組）。 

(三)電子期刊數 (unique e-journal titles)：合計 103,799 種(淡江 31,174 種、東吳

37,022種、銘傳 35,603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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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生人數(FTE)：合計約 62,796 人(淡江 26,791 人、東吳 16,285 人、銘傳

19,720人)。 

未來系統建置將以此主要參數為基礎，後續運作亦以此為基石逐漸壯大以發

揮聯盟最佳效益。 

四、 建置過程 

由於整個系統建置必須以「聯盟共建共享」為核心思維，在確認導入 Alma系

統後，如何整併書目？要以那一個學校的書目為主？合併的順序及規則為何？每

一項都是需要三校共同討論的議題。因此，三校先成立了統籌中心，下設 4個任務

小組，每個任務小組由一個學校負責，任務小組由該校的組長擔任。任務小組在建

置過程中定期召開會議，會議決議再送統籌中心館長會議討論。書目與採購任務小

組經由幾次的會議後，達成了同一本書只建一筆書目，其下再加掛各館館藏的原則；

書目整併是以淡江的書目為主，順序是淡江東吳銘傳。 

 
【圖 2：優三共建共享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統籌中心示意圖】 

 

 
【圖 3：優三共建共享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特色】 

3 



 
 

 

整個建置過程可分為下列三個階段說明：  

1.第一階段：準備工作與原系統資料整理階段  (108.1.10~108.3.5)  

1.1 組成種子團隊：  

 108 年 1 月 10 日，三館與 ExLibris 公司及代理商飛資得公司共同召開

專案導入啟動會議，正式宣告優久大學聯盟 Alma 聯盟專案導入開始。為讓

導入 Alma 的工作順利進行，三校以工作小組為基礎，相關業務部門分別抽

調部份人力，一同參與 Alma 的基礎訓練，瞭解業務流程的系統操作與功能

細節。  

1.2 原系統資料及功能的整理：  

 專案導入的資料主要包含圖書館全部資源涉及的採訪、書目、館藏資料、

讀者資料、借閱及預約資料等。這些資料主要來自於圖書館原自動化系統、

電子資源管理系統等，圖書館一方面需要整理各類已有資料，配合 Alma 平

台資料移轉的要求，對資料問題進行檢查；另一方面也需要在資料移轉前，

對不符合系統要求的資料進行調整，對重要資料問題進行處理與解決，以確

保資料轉入時的正確性。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此專案移轉的資料並不包括圖

書流通的歷史資料及已完成的採購經費檔。  

  系統功能整理主要是針對圖書館為提供更多元及方便之服務，除自動化

系統外，尚有許多其他服務與資訊系統需要進行介接與整合，因此需考量如

單一讀者認證（LDAPs）、電子資源校外連線認證（EZproxy）、電子資源管理

系統、薦購系統等之介接需求是否容易、得以順利銜接新的圖書館服務平台。 

 

2.第二階段：測試資料轉檔、介接系統建置及教育訓練階段(108.3.5~108.10.31) 

2.1 測試資料轉檔：  

更新建置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須將現有系統資料轉入新系統，新舊系統

間的架構是不同的，且資料的轉置牽涉到欄位的對應，欄位對應的好壞，會

直接影響到資料轉置後的結果，因此，必須要先進行資料的測試轉檔，而且

此階段的測試轉檔非常的重要，原先廠商提供測試資料轉檔的機會只有 1 次，

後來，我們爭取到有第 2 次的機會，經由第 1 次測試轉檔的結果與經驗，圖

書館做了一些資料面的修正，我們希望藉由第 2 次的測轉來驗證，以免直接

到正式轉檔時措手不及。也由於有了前一次的經驗，第 2 次測轉的時程就縮

短了。  

 二次的測試轉檔都需要經由下列的步驟：  

(1) 轉檔參數表格的填寫  

(2) 各類型資料(包括書目、讀者、借閱、預約、罰款、訂購、經費、發

票、書商等) 的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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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測試轉檔資料的檢查與上傳  

(4) 系統環境參數表格的填寫  

(5) 測試資料的導入  

(6) 驗證測試轉檔資料的筆數及內容是否正確  

 

 

【圖 4：轉檔參數表格】 

 

 

 

【圖 5：ALMA系統環境參數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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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第一次測試轉檔轉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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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第二次測試轉檔轉出的資料】 

 

2.2 Alma 基礎訓練(Essential Training)導讀(108.3.5~108.4.16) 

 因新系統是國外的套裝軟體，原已提供英文版基礎訓練 (Essential 

Training)的線上影片供客戶觀看，為了讓同仁開始對新系統有概念，廠商以

線上任務週會會議的方式重點式的導讀，導引同仁開始熟悉系統的介面，共

計 6 個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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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ALMA ESSENTIAL TRAINING線上任務週會會議時程】 

 

2.3 第一階段中文教育訓練  (108.4.19~108.5.17) 

隨著第 1 次測轉資料的導入 Production 環境，同仁有測試環境，也有館

藏資料可以操作，因此，開始進行第一階段的中文教育訓練，此階段的教育

訓練著重功能面的說明，讓同仁瞭解新系統提供的功能，也開始思考未來的

作業流程或需要隨著新系統來進行調整，此部份共計 3 個場次。  

 

 

【圖 9：ALMA系統第一階段中文教育訓練時程】 

 

2.4 讀者檔認證與同步事宜(108.5.24~108.9.30) 

此次建置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還包括 2 個本地端系統：薦購系統及架位

圖，薦購系統是套裝系統，而架位圖則是比較需要客製化，廠商要先瞭解圖

書館的需求，因此，廠商開始進行系統需求訪談，並到館展示薦購系統功能。

圖書館則要先填寫架位清單，盤點所有書架每架圖書的索書號起迄。本地端

系統是需要有本地端主機，因此，主機要先進行安裝與設定參數。  

第一階段--基本流程  3天  (18小時) 時數 日期

流通、編目 6 5月2日

採購、期刊 6 5月9日

電子資源、系統管理 6 5月15日

Alma中文教育訓練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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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者認證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最關鍵的一環，讀者認證能否成功關係到

轉置系統的成敗。所以，必須儘快進行新系統讀者認證與讀者同步的準備工

作，新系統的讀者認證是採用 LDAPs，此部份需要電算中心的協助，因此，

本館協請該單位協助修改原先的讀者檔轉檔程式，新增轉出 xml 格式(原本

只有 txt 文字格式)，以符合新系統的匯入格式需求。歷經多次調整欄位對應

後，成功地將轉檔程式修改完成交付本館進行測試。  

 

 

【圖 10：XML轉檔欄位的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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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二階段中文教育訓練(108.6.10~108.8.30) 

此階段的教育訓練著重流程細節的說明，讓同仁瞭解每個作業流程的操

作步驟，共計 7 個場次。  

 

 

【圖 11：ALMA系統第二階段中文教育訓練時程】 

 

 

【圖 12：ALMA系統第二階段中文教育訓練情形】 

 

2.6 第三方系統介接(108.9.16~108.10.31) 

新系統是以導入雲端運算技術、超越資源型態的限制、全面管理各類型

圖書資源及完整檢索紙本與電子資源之平台。因此，在進行測試資料轉檔的

階段也需要思考未來要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介接的資源數，及其介接資訊的

取得。為了避免遺漏，開始填寫第三方系統介接表格。  

 

第二階段--工作坊與工作流程  6天  (36小時) 時數 日期

流通 6 6月12日

編目 6 6月26日

6 7月3日

6 7月4日

採購、期刊 6 7月17日

電子資源、Primo 6 8月14日

Alma Analytics、系統管理 6 8月28日

工作坊 (案例討論與演示)

Alma中文教育訓練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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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第三方系統介接表格】 

 

3.第三階段：正式轉檔及中文教育訓練複習(108.11.6~108.12.17) 

經過了上述種種的準備工作，開始進行正式轉檔，正式轉檔就如同測試

轉檔的步驟，也要填寫轉檔資料表格，因為已有前 2 次的經驗，此次只需要

微調與修正。在資料轉出的部份，由於是要轉出正式的資料，所以舊系統的

採訪編目作業必須停止，而流通作業可照常提供服務，因為流通相關檔案會

在新系統上線前再轉檔一次。  

在此同時，由於採編作業停止，同仁便藉此時間進行圖書館內部 SOP 的

訓練及新系統的操作練習。這個階段也進行了第三階段的教育訓練，重點在

複習各項作業流程的操作。而系統端參數的設定也藉由同仁的操作測試結果，

持續調整與修正。薦購系統、架位圖亦於此階段設定完成並進行教育訓練。  

 

 

【圖 14：ALMA系統第三階段中文教育訓練時程】 

 

    在近一年的導入過程中，為有效掌握進度及解決問題，廠商除每個月召

開月會，也充分利用科技進行各式短期任務不同的線上會議，並提供線上溝

通的媒介 Basecamp，讓所有與建置系統相關的資訊透明化。原廠也來台進行

2 次 Functional Workshop。在上線前一個月，我們也爭取到廠商駐館服務，更

快速解決同仁操作時碰到的問題，也降低了同仁面對新系統的不安感與惶恐。 

第三階段--本地端系統與複習課程  2天  (12小時) 時數 日期

薦購、架位圖 3 10月29日

上線前複習課程(案例討論與演示) 6 11月6日

上線前複習課程(案例討論與演示) 6 11月13日

Alma中文教育訓練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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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ALMA月會情形】 

 

 

【圖 16：原廠 EXLIBRIS人員來台進行 FUNCTIONAL WORKSHOP情形】 

 

 

12 



 
 

 

上線前 2 個月期間，我們也開始進行上線公告的發送及宣導，讓師生瞭

解上線前相關服務的調整時程，也請師生體諒在新舊系統轉換的過程中所造

成的不便。  

 

【圖 17：ALMA系統上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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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統正式上線(108.12.19) 

從確認購買、專案計畫啟動開始，歷時約一年的導入建置期，新系統終

於在 108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10 點上線，當天第一線面對讀者的同仁及工讀

生均嚴陣以待，深怕有任何一個環節出錯，導致系統無法順利連線，特別是

讀者認證登入的部份，因為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提供的的服務都必須是讀者要

登入帳戶才能得到全面完整的資料。所幸當天上線情況尚稱順利。  

 

【圖 18：ALMA系統上線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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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統主要的功能如下，也達成了本專案預計的目標：  

1. 提供一站式查找的功能，透過一個檢索框可查詢圖書、多媒體、線上文

獻等資源。同時提供全校師生簡單、快速、即時、完整檢索紙本與電子

資源之平台。  

 

2. 有效結合本館現有各項資訊服務系統，包括「電子期刊查詢系統 SFX」、

「電子資源管理系統 ERM」、「圖書推薦管理系統」等相關資訊系統。超

越資源型態的限制，全面管理各類型圖書資源。  

 

【圖 19：ALMA系統是一完整可檢索紙本與電子資源的平台】 

 

3. 館員可在館員操作介面首頁(儀表板)設定業務相關的統計數據或統計圖

表。簡化圖書館執行相關作業管理時間，並能取得系統執行相關數據，

有利本館彈性應用各種數據及統計功能。  

 

【圖 20：ALMA系統館員端畫面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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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ALMA系統館員端畫面之 2】 

4. 打造全新圖書館入口網，整合圖書館不同資源服務資訊，落實圖書館服

務。  

 
【圖 22：ALMA系統讀者端畫面：全新入口網】 

 

5. 另外，透過系統可同時查詢淡江與銘傳兩館館藏，東吳師生可直接持本

校證件至兩所學校圖書館借還書，師生也可在個人借閱紀錄中，清楚地

看到其它兩校的借閱狀況。  

 

【圖 23：ALMA系統讀者借閱紀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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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心得分享  

 在建置的過程中，一路走來，猶如倒吃甘蔗，由剛開始的痛苦不堪，到

後來的漸入佳境，真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系統之原廠說明及訓練手冊皆為英文，雖然有時佐以影片說明，但同仁

仍然無法在短時間內消化，導致資訊有相當程度的落差。例如轉檔表格的填

寫，雖然，此次更新建置系統，舊系統的各類型資料是由廠商協助處理轉出，

但是，新舊系統欄位對應的轉檔表格還是得由圖書館館負責，對於非專業資

訊背景出身的館員來說，完成這些表格實屬不易，再加上語言的隔閡，表格

雖有說明，但是以英文為主，因此，理解上費時不少。  

除了填寫表格相當耗時，對舊系統架構及欄位代碼的掌握度不足也是問

題。因舊系統的維護多倚賴廠商的服務，在舊系統的原服務廠商退出台灣市

場後，很多資訊求助無門，這也是圖書館被迫必須更換系統的原因。再者，

新系統的廠商是第一次轉置 Spydus 8 至 Alma 系統，他們也在摸索，所以，

很多舊系統的資訊要如何填寫及其與新系統間要如何對應，再加上不懂 xml

語法，僅能由錯誤中學習。  

不僅填寫測轉資料表格感到困擾，資料測轉導入後，因尚未熟悉新系統

的架構與操作介面，導致要驗證資料的正確性也有困難，廠商雖然有引導要

如何驗證筆數，但對於資料面的驗證仍要由圖書館核對，再加上廠商並非駐

館，遇到問題，只能電話求助，但又常找不到人，所以導入初期，備感煎熬。  

所幸測轉資料的機會有 2 次，讓我們修正的機會增多了，也因此降低了

正式轉檔錯誤機率，雖然上線後，待修正的問題還是不少，但都屬於可接受

範圍內的問題。由此我們可以瞭解測試資料的轉檔與轉檔後的驗證極為重要！  

新系統是一功能強大的套裝軟體產品，它有詳細公開的說明文件與教育

訓練影片，要讓系統功能順利運作，發揮它應有的功能，端賴系統參數設定

是否完備，然而，在這方面，本館也是吃足苦頭，一方面是因館員缺乏專業

資訊背景；一方面雖有大量的說明文件，但都是以英文為主的說明，短時間

無法快速消化，再者，尚未熟悉新系統的架構欄位與參數間的關聯性，例如：

必須根據本館的流通政策與閱覽規則，建立相對應的參數，以執行圖書館出

借與歸還資源的服務；另外，為了能顯示流通服務館員在與讀者溝通時所需

的全部資訊，例如：借書、還書、續借、跨校區調閱、預約、支付罰款、借

閱歷史紀錄、通知單之寄送等，全都仰賴參數或 xml 語法設定正確，才能正

常的顯示。  

系統參數的設定從一開始的兵慌馬亂到後來的漸入佳境，著實要感謝

館員們的齊心努力，將不可能化為可能。經由執行此計畫，我們從中學到不

少的寶貴經驗，也體驗到館員須持續培養能力、專業增能，以因應數位時代

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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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ALMA系統參數設定畫面】 

 

108年 12月 19 日（四）上線後將積極推廣新系統的使用，藉由圖書資訊利用

課程及線上教學指導影片，以期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資訊能力。 

 

【圖 25：ALMA系統上線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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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ALMA系統線上教學指導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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