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回顧
在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的支持及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協調下，
由澳門 9 所高等院校圖書館組成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成立目標是為了促進澳
門高校圖書館發展，共同推動高校圖書館資源共建、共享、提供高校教學人員
和學生更豐富的學習和研究資源。以下是本聯盟在 2017 年開展的各項工作及現
況︰
聯盟聯席會議
2017 年本聯盟召開了二次聯席會議，分別是第十次會議在 2017 年 2 月 21
日上午 16:00-17:30 在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進行，以及第十一次會議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上午 10:00-11:30 在澳門理工學院匯智樓 6 樓 1 號會議室進行。
聯盟工作項目


完成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協議書簽署
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協議書簽署完成日期為 2017 年 5 月 31 日，中文協議
一式八份，葡文協議一式八份，本協議生效三年且以相同期間自動續期。


聯合採購資料庫情況
本聯盟在 2017 年得到高教育輔助辦公室的資助下，整體採購經費約澳門幣

1,000 萬元，聯合採購 12 個資料庫，以供本聯盟師生使用。12 個資料庫包括：
「萬方期刊庫﹙中國數字化期刋﹚」、「萬方博碩士論文庫﹙中國學位論文數據
庫﹚」、「Academic Search Complete」、「Business Source Complete」、「中文電
子期刊服務﹙CEPS﹚」、「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服務﹙CETD﹚」「ProQuest Central」、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Global﹙Full Text」
、、
「PsycBooks」
、
「PsycARTICLES」
、
讀秀中文學術搜索、慧科新聞。
2017 年 12 個資料庫使用總數為 5,018,056 次，與 2016 年 12 個資料庫使用
總數為 6,339,997 次相比下跌 20.9%。2017 年每次檢索成本約澳門幣 1.99 元，與
2016 年每次檢索成本約澳門幣 1.05 元相比上升 52%。2017 年 12 個資料庫使用
情況:讀秀﹑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Global 相對上升；EBSCO 有輕微下
跌；PsycBooks 及 PsycARTICLES 使用情況有明顯下跌 30%；萬方整體有明顯下
跌的情況(下跌最多 70%)；其他資料庫都比較平均下跌。另外，各館使用
MALA 資料庫所佔比例，科大為 55%，澳大為 20.8%，理工為 6.6%其他館相對
使用量就較少。

綜上分析，聯盟聯合購買的電子資料庫涵蓋的學術領域範圍廣泛，藏量豐富，
為各院校的學生及教研人員提供豐富的研究及學習參考資源。2017 年聯盟使用
電子資料庫的整體使用量相較 2016 年有下跌趨勢，但與 2015 年使用情況相
若。針對個別使用情況異常的電子資料庫，聯盟已與供應商進一步了解原因並
同時探討購買其他替代電子資料庫的可行性，並於本年 4 月決議成立“澳門高
校圖書館聯盟採購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澳大、理工、旅院、科大、城大及聖
大圖書館，根據電子資料庫的使用情況，共同向供應商進行議價，務求進一步
減低電子資料庫的價格或減少每年加價的幅度。而除城大外，聯盟各成員院校
使用電子資料庫的情況與各院校的學生及教研人員人數的比較情況相若。城大
亦表示將持續透過加強宣傳提升該校電子資料庫的使用量。未來，聯盟將持續
對電子資料庫的使用量進行定期檢視，審視其使用成效，並以此作為續訂電子
資料庫或與供應商商議價格的考慮依據。


聯合目錄系統

高校圖書館聯合目錄工作進度，目前匯入總數:710,567 (包括圖書﹑期刊﹑
多媒體)，而這個聯合目錄主要包括 8 所高校圖書館的館藏(不包括保安高校)。
聯合目錄系統的英文版好多細微位都做得不夠完善，經常用一會又會出現幾個
中文字，雖已盡量修改，但始終有些問題一閃即過，故好難在問題集中逐一描
述叫對方 follow up 。Search、sorting、filter 等功能其實尚未做到各館滿意，但
澳大使用該平台的速度又始終未有解決要等搬 server，所以這段時間只能停下來
靠其它館反映，只可惜一項半項問題對方都跟進好久，各館提問了一段時間都
覺得疲累，所以之後都靜下來了，最後已經無人願意再提了，所以其實新問題
大家要有心理預備應該還有。


學位論文系統
學位論文基本可以在網頁上查到，暫時網頁上可以先查到澳大、科大學位
論文。理工學院亦提到希望可以安裝一套系統，秘書處亦會與華藝商議看看在
各院校安裝一套系統，這樣各院校有論文亦可自行放上去，那麼就不只有博士
碩士論文，可能會有研究生獎學金的學位論文等。現時已可交論文給秘書處上
載論文上系統，或者之後開放權限讓各院校自行上載上去；現在只做到欄位直
接入回各院校的網頁上看全文，是因現時階段放全文會有版權的問題存在。
暫時以一個平台可找尋到博碩士論文的目標開始，在此網頁中起碼可找到澳門
學生有在研究什麼方向的議題為基礎，此網頁亦連結了高教辦，是因為高教辦
亦有提供一些論文是在國外修讀學位的學生論文。高教辦會建位一個全文論文
系統再與聯盟網頁連結。盡量爭取在 9 月份開學時完成聯合目錄與博碩士論文
能對外開放，讓市民能在系統上查找到相關資訊。估計 4 所院校(澳大、科大、
聖若瑟大學 與 城大)加起會過萬的論文能給予市民查找。博碩士論文改名澳門
高等教育論文 或 澳門優秀作品庫，這樣收集的資源範圍會更廣。查閱統計在

網站上暫時未能統計，如學生論文查閱及引用次數多，對學生有幫助，故可以
商議加入網站查閱及引用統計。


建立聯盟伺服器及電子資源平台
聯盟用了高教辦的資助購入了一個伺服器，計劃會把本來放在澳大的電子資
源中心平台、聯盟博碩士論文系統、還有聯合目錄系統都會放到新的伺服器
內。聯盟域名註冊申請：https://www.mala.org.mo


圖書館專業發展講座

「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專業講座系列」第五講
主題 「動盪時代學術圖書館之價值」
主講嘉賓 Dr. Samuel K.W. Chu,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Dr. Lynn Silipigni Connaway, OCLC 高級研究科學家兼用戶研究主管
日期 2017 年 4 月 6 日 (星期四)，時間 下午四時三十分，地點 澳門大學
圖書館
探討及分享圖書館如何確立其存在價值，以及轉化成主動角色，重新定義
圖書館的功能和效益，使其與大學的學術發展取得同步及共鳴。
參加講座的人數眾多，除了來自本澳各大專院校的圖書館專業人員外，此
次講座還首次吸引了來自珠海的同業前來參與。主辦單位的澳門大學圖書
館館長潘華棟博士表示，此系列的講座一直備受圖書館同業歡迎，今次主
講嘉賓所帶出的主題更是所有學術圖書館在二十一世紀動盪時代不斷反思
的重要課題，因此講座反應非常熱烈，而且參加者踴躍提問，與主講嘉賓
積極互動，從而使講座更具活力及有實用性。
5th Talk of the "MALA Professional Lecture Series" --“Demonstrating the Value of
Academic Libraries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http://library.umac.mo/html/org/mala/mala_series_talk.html
聯盟參與活動


成立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情況

粵港澳高校聯盟成立於 2016 年 7 月，由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澳門大學共
同發起，以匯集粵港澳精英大學，培養高素質人才，推動三地共同邁向知識型
經濟時代，深化三地的學生交流和合作研究為目的，積極提升區域合作層次和
水平、協同創新，攜手打造「粵港澳一小時學術圈」。

由澳門大學圖書館倡議、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及中山大學圖書館附議的「粵港
澳高校圖書館聯盟」正式成立。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舉行的“首屆
粵港澳高校聯盟年會暨校長論壇”中正式簽署合作協議。
“首屆粵港澳高校聯盟年會暨校長論壇”聚集了來自粵港澳三地的高校領導和
專家學者，其中包括香港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教育部
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趙靈山、澳門中聯辦文化教育部副部長浦海龍、
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副主任曾冠雄、廣東省教育廳副廳長邢鋒、香港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等嘉賓，一同見證「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的成立。
協議由澳門大學校長趙偉、澳門大學圖書館館長潘華棟、中山大學校長羅俊、
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程煥文、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館長李露絲共同簽署成立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

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合作領域
為了匯集粵港澳精英大學圖書館，促進三地圖書館交流協作，並推動資源
共建共享，達到互利共贏的目標。
聯盟的合作領域包括：館際互借；文獻傳遞；出版物交換；館員交流與培
訓；學術會議和專業講座；特許到館訪問。
粵港澳地區高校圖書館自願加入組成。成員圖書館所屬大學必須是「粵港
澳高校聯盟」成員。
聯盟首屆理事會理事長由澳門大學圖書館館長潘華棟擔任，副理事長則由
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程煥文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長李露絲出任。
有關聯盟章程已獲中山大學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澳門大學圖書
館三所高校通過。


籌備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年會暨館長論壇
預計會議日期︰2017 年 12 月 13 及 14 日
預計會議地點︰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
暫定會議主題︰以「跨區域圖書館聯盟： 高效營運及未來展望」為題
邀請海外演講嘉賓︰包括葡萄牙、美國、澳洲各地專家學者(5 位海外演講
嘉賓)
參與單位︰26 所高校圖書館館長 (包括粵港澳三地各一位代表作演講嘉
賓)
包括廣東省 10 所高校：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暨南大學、華南農業大
學、南方醫科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廣東工業大學、廣

東外語外貿大學及汕頭大學；香港地區 9 所院校：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
學、香港公開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
理工大學、香港教育大學及嶺南大學；以及澳門 7 所院校：澳門大學、聖
若瑟大學、旅遊學院、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及澳
門鏡湖護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