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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與目的 

從 98學年度開始，師大圖資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增進研究生之專業能力，

特與姐妹校：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以下簡稱 UWM）之資訊學院（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以及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lbany（以下簡稱 SUNY）合作，鼓勵所上優秀學生

於暑期或學期中赴美研習，吸取國際經驗，並建立長期合作研習關係。 

本所在去年（98年）獲得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美國學術圖書館之數位典

藏與網路資訊服務專業研習計畫」，於當年 9月期間分別薦送 2位同學至 SUNY

實施專業實習。當年 12月回台所舉辦之成果分享會，所得相當豐碩，不僅獲得

圖書館實習機會，也修習二個月的研究所課程，並參加當地學會舉辦的研討會。

其表現受到實習單位及本所師長的肯定，而其本身也因此次難得機會，增長個人

國際視野及培養敬業樂群態度。 

為延續成果，本所今年（99年）將此計畫命名為「美國學術圖書館數位典

藏專案合作研習計畫」，著手規劃與 UWM之長期合作數位典藏計畫，希冀延續

為本所傳統，讓每年度的學生都有機會到國外學習當地數位典藏之專業運作知識，

以及圖書館作業流程，以發揮所學相關實際之運用。 

此次「美國學術圖書館數位典藏專案合作研習計畫」之具體目的如下： 

1. 進行合作數位典藏專案，培育數位典藏之全方位人才。 

2. 學習典藏數位化之完整工作流程，包含規劃、數位化、加值與推廣。 

3. 體驗美國學術圖書館之運作模式及服務流程，獲取國際圖書資訊服務經

驗。 

4. 修習美國圖書資訊學院所開設之數位典藏與資訊服務相關課程，獲取先

進應用知識。 

5. 拓展本所國際化之教學、研究與服務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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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習單位介紹 

實習單位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圖書館 

Library (Digital Unit) 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ilwaukee 

聯絡方式 

電話  1‐414‐229‐1122 

地址 
2200 E. Kenwood Blvd. P.O. Box 413 Milwaukee, WI 

53211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UWM)  為本校之姐妹校，簽定有學術交

流合作備忘，而本所與該學院則長期保持學術合作關係，雙方每年均有教員或

學生互訪，進行學術交流。本所與 UWM所交流的實習單位包括該校之圖書館

以及資訊學院（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UWM圖書館的系統龐大且建

全。總館 Golda Meir  Library（http://www4.uwm.edu/libraries/）之藏書超過六

百萬，其館藏規模在美國大學圖書館排名頗高，其地理與歷史特藏相當具有代

表性。該館所收藏之美國地理學會典藏（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AGSL），為全球有關地理研究之最重要文獻典藏，目前有超過一百萬件的藏品。

藏品中最珍貴的為大量的地圖與地圖集、地球儀、及珍本特藏，如 1478 年希

臘天文學家托勒密所描繪的天體運動星球圖。此外，UWM 圖書館所附設的

Archives Department，為威斯康辛州歷史學會(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的合

作單位之一，不僅完整保存 UWM 興學及所在地密爾瓦基市(Milwaukee)的歷

史，更支援 UWM校內師生甚至整個威斯康辛州的資訊需求。特色典藏包括密

爾瓦基市的釀酒業歷史、多元文化與少數/弱勢族群的發展史、與社會正義演

進史等。 

除了實體館藏之外，UWM 圖書館亦相當重視數位典藏之建置。UWM 的

數位典藏計畫始於 2001 年，館方除了設立專屬的「數位化部門(Digitization 

Unit)」，更研發先進的數位化與數位內容管理技術，提升數位典藏的製作效率

與品質。目前有超過 4萬 5千筆數位物件，共計 16個獨立典藏。除了前述 AGSL

有眾多館藏已被數位化外，有相當多具代表性的美國重要歷史文獻，皆屬於

UWM圖書館之數位典藏計畫範圍（http://www.uwm.edu/Libraries/digilib/），例

如Morris  Fromkin Memorial Collection為美國內戰與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有關社

會運動之法律文獻典藏，Nazi Invasion of Poland in 1939為美國知名的新聞攝影

師 Harrison  Forman 於 1938‐1939 年間於波蘭所拍攝的納粹入侵波蘭的珍貴畫

面之數位典藏。簡言之，UWM 圖書館不僅為美國之重要大型學術圖書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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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是美國地理與歷史的重要數位典藏建置機構及研究支援單位。本所預計與

UWM圖書館長期合作東方地理與中文特藏之Metadata規劃與建置專案，共同

為海外東方文化與中文文獻組織整理貢獻心力。同時，藉由本次實習，同學也

將有機會瞭解及體驗美國大學圖書館之營運與服務流程。 

在 UWM資訊學院的部份，根據 ScienceWatch分析比較美國各圖資相關研

究所 2002‐2006 年之研究產能，UWM 資訊學院在研究論文產能的排名第一，

得此殊榮，實屬不易，其研究團隊實力已受到相當肯定。UWM 資訊學院提供

完整之圖書資訊學教育學程，包括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等，同時也是經

美國圖書館學會認証（ALA‐accredited）之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就其研究特色，

其在數位典藏及數位圖書館的研究表現相當突出，包括使用者研究、資訊組

織、資訊檢索、及資訊倫理等相關議題，在美國各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中，具有

領先優勢。在教學上，UWM 提供多元的課程安排，有檔案、資訊科技、資訊

政策與倫理、以及資訊組織等專業組別可供同學選擇，夜間及暑假期間更廣開

許多線上課程，滿足學生的對不同範疇及深度之進修偏好與需要。此外，在院

長 Johannes Britz的帶領下，該學院積極拓展國際性的策略夥伴(目前共有來自

13 個國家的大學為其策略夥伴)，在學術交流、招生、聲譽、與社會服務上，

創造雙贏。藉由本次實習，同學將有機會旁聽研習其暑期課程，而這也是本所

與該院未來合作教學及研究的第一步。 

三、 執行方式 

1. 行前準備 

為提昇赴美實習之效益，本所與「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協

商，讓學生在出國前到中研院進行兩個月的前導實習，學習國內數位典藏實際運

作模式。此前導實習實施結果成效良好，中研院方也更進一步表示能與本所簽訂

實習合作備忘錄，希望未來能持續推薦學生到各個計畫協助作業。 

除了專業能力培養之外，在英文能力上也必須通過師大圖資所畢業門檻，多

益 680或全民英檢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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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中研院Metadata工作小組實習 

2. UWM實習執行經過 

此次實習內容以數位化部門(Digital Unit)之數位典藏實務為主。此外，館方

亦於實習期間安排學生至圖書館各部門觀摩見習，並與編目組合作進行中文藏品

辨識與編目；我們也另外安排每周至資訊學院旁聽一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相關課

程，以下為實習詳細介紹： 

2.1 數位化部門 

此部門實習主要是協助兩項亞洲區藏品(Enami Glass Lantern Slide Collection、

AGSL Print)以及兩項中南美洲藏品(Sorenson、Forman)之數位化與後設資料編

目。 

主要工作內容可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館藏資料數位化，第二階段為

數位檔案之影像處理，第三階段為數位檔案之後設資料分析與建立。上述館藏共

包含四種不同的媒體類型，分別為黑白照片、黑白底片、玻璃幻燈片、以及幻燈

片。由於不同的媒體型式，第一階段的實習內容主要在學習如何使用不同的掃描

器與掃描設定進行影像的數位化。第二階段為原始掃描檔的影像處理，主要目標

在於學習使用 PHOTOSHOP軟體進行修圖與色彩校正。最後階段為後設資料的編

輯，又藏品主要之地理資訊來自東亞與南非，因此實作的重點在於蒐集相關背景

資料並分析後，進行後設資料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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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實習工作流程 

2.2 圖書館編目中心 

Collection and Resource Management部門，為 UW‐Milwaukee 圖書館館藏

及各類資源的管理部門，有各類實體書及電子資源，其工作性質類似台灣圖

書館的編目組。在這部門主要的實習內容是處理贈書及各類書籍的編目、貼

條碼及謄寫索書號。首先是由館員以一對一的方式，先簡要介紹 USMARC，

並進行館內編目系統、OCLC connexion、  World Cat的操作和需要留意的部份，

而後館員則實際以書本作示範、教授查詢技巧並說明幾個在 USMARC必要的

欄位，再交由實習生進行。以下分贈書及編目兩部份說明：由於贈書並沒有

嚴格的規範，故種類和題材都相當廣泛，所以在贈書的處理流程，首先會先

確認此本書在館內的狀態，例如是否已有館藏、如果館內有此書則會註記該

本書的狀態、亦或有同書名但版本更新的情形等，而後再至 OCLC 查詢在

UW‐system體系中，有幾間學校的圖書館亦典藏此書。在編目的部份，則是

先 OCLC connexion 查詢圖書，註記該筆書目的建立狀態為 National、Member

或 Original後，確認編目內容確為該本書，再匯至館內的編目系統，進行各

欄位的調整，建立館藏狀態、取得條碼號、貼條碼及謄寫索書號。 

除了贈書與一般西文書籍編目之外，我們也協助作中文書籍的文字辨識與

編目上線。這個部分處理責任相當重大，館員會依我們對於這本書所描述的

編目資訊，而決定是否館藏這本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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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待編的中文書籍 

 

 
圖 4  與編目指導員 Joe 的合照 

2.3 圖書館導覽 

除了在 Digitization Unit參與實習工作之外，館方同時亦安排時間讓我們有機

會至圖書館內外之相關單位進行參訪。於 UW‐Milwaukee圖書館中，實際走訪了

AGSL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Learning Commons、Music Library、

Research & Instructional Support、Circulation 與 Special Collections等單位。另外，

我們特別前往 UW‐Madison分校圖書館的 Digitization Unit進行參觀，以了解不同

規模之單位運作概況。以下為各參訪單位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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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SL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美國地理學會圖書館為北美地區相當具代表性的地理與地圖資料圖書館，該

館原先創立時是在紐約市，於 1978年才遷至 UWM。館內蒐羅為數龐大的地

圖、地圖集、手稿、照片...等資料，範圍遍及全球，其中更包含許多幾世紀

以前甚至是西方世界最早的地圖及地圖集，十分珍稀，在美國地理藏品的保

存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圖 5 AGSL圖書館 

 Learning Commons 

Learning Commons於 2009年開放，位於圖書館一樓大廳，此區域包含了全校

最大的電腦使用區（超過 200電腦可供服務），除了參考櫃台與流通櫃台，該

區域還包含了資訊素養教學教室、團體討論室、自習室、公用空間與咖啡廳。

為吸引學生多利用館內資源，整區環境的設計打破一般圖書館成排成列的座

位與設備陳列方式，而以寬敞不規則的空間區隔營造出高度互動與團體合作

的氛圍。除了座位空間的設計具有互動感，電腦、參考書、白板、館員等輔

助資源亦設計在唾手可及的地方，學生能夠利用的周遭資源相當豐富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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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Learning Commons  區域照片 

 Music Library 

音樂圖書館的館藏主要是以支援校內藝術學院的課程為主，因此大部分的館

藏是為提供教學或研究的功能，館內的收藏品豐富，如：不同版本的貝多芬

交響樂、音樂家手稿、黑膠唱片、卡帶等等，最近這幾年亦開始關注流行音

樂的選擇與館藏。館內的數位典藏除了知名的線上資料庫之外，亦建立自有

的音樂線上教學系統，充分發揮了數位化音樂的學術性使用。 

   
圖 7  音樂圖書館 

 Research & Instructional Support 

此單位隸屬於讀者服務部門之下，主要提供研究、教學支援，及圖書館資源

的應用，像是百科全書、字典、參考書等。除了硬體設備上充分支援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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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外，參考諮詢服務的部份，亦提供許多服務管道，除了面對面、電話、

e‐mail之外，也提供即時線上通訊的方式來解決讀者的問題和需求。線上資

源整理的部份，不僅只是依學科分門別類常用的資源之外，也會依照課程教

授的差別給予客製化的資源整理。 

 

圖 8  遠距遙控學習設備 

 Circulation 

除了發揮一般流通櫃檯的功能之外，館內的流通部門亦提供館際互借、校際

代借代還、館際合作、文獻傳遞、教師參考用書區等服務。較不同的部分是

威斯康辛州立大學系統中的圖書館之間的連結性相當高，對於同在這個系統

中的其他大學及學院，雖同樣提供館際互借的服務，但在互借的速度上會較

與其他大學的館際互借速度更快，讓讀者在使用時降低地理區隔上的不方便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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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介紹館藏流通部門  

 Special Collections 

特藏部為一獨立部門，與一般大學圖書館的特藏單位功能相同，主要收藏稀

有與特殊的印刷品、實物與歷史資料，除了典藏的功能之外，亦提供與支援

學校內的相關學術研究與教學目的。館內的特藏品主要涵蓋藝術、人文與社

會科學等領域的研究與教學活動資料，主要是收藏校內學術研究相關的珍貴

歷史實體資料，館藏政策也是根據是否有學術研究或教學價值為原則，偶爾

會配合特殊主題藏品舉行不定期的藏品展示。 

 
圖 10  介紹圖書館特藏  

 UW‐Madison Digitization Unit 

Madison 分校的數位化單位屬所有分校圖書館中規模最大的，這裡的數位計

畫已經有 10年的歷史，而且統合了Wisconsin 13個的大學以及公共圖書館的

數位典藏，所以藏量相當驚人，稱之為 UW system。這裡的藏品選擇方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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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以教授們的推薦和需求為主要典藏選擇依據，同時也包含了一些

Wisconsin的人文以及歷史。此外，這裡數位藏品的使用都是不用另外索費的，

甚至是連商業用途需求，都不另收所謂的授權金，主要原則是希望提倡藏品

的高度使用率。 

 
圖 11 Madison 校區圖書館特藏  

2.4 旁聽課程 

在每週固定四天的實習工作之餘，我們同時也規畫旁聽一堂 UW‐Milwaukee

資訊學院的暑期課程。基於以面授上課方式為優先考量，最後選擇參與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這一堂課。這堂課的性質為總論性

的基礎核心課程，對我們而言並不會太生疏，大部分探討的內容是我們過去都有

接觸過的議題。旁聽過程中，感受到最不同的地方是上課的方式與課堂的氛圍，

相較於台灣傳統的授課方式，美國師生間的高度互動讓我們明顯地感受到他們在

學習上的主動與積極性。教授在授課過程中也會融入出一些新的觀點或想法與學

生討論，我們在討論過程中不但體驗到不同的學習方式也同時刺激與訓練自己擁

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2.5 ALA年會 

ALA年會，為美國圖書館協會一年舉辦一次的研討會，主要可分做演講、工

作坊及特展這三部份，此研討會的特點在於新議題的交流和分享，而非學術深度

探討，故所有圖書資訊學相關議題都可從此研討會中獲得資訊，例如圖書館評鑑、

Metadata、書目計量、使用者研究及新興網路媒體等新穎性議題。在特展的部份，

則由各資料庫廠商、出版商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海報展所組成，有近千個攤位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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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樣的活動和產品體驗，海報展的展出題目也突顯了世界各國在圖書資訊相

關議題的重視。 

此行除了預計花一天的時間聆聽兩場研討會及一天的時間進行特展參觀之

外，亦同時參與由美國國會圖書館亞洲部主任、立法院國會圖書館李美惠編審及

宋慧玉館員、國家圖書館俞小明主任、國立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程藍萱館員、國

立中正大學圖書館王國羽館長聯合安排─美國國會圖書館及美國國會的參訪之旅，

藉以瞭解美國國會歷史發展、建築，同時也從美國國會圖書館亞洲部主任為大家

展示「永樂大典」、「本草綱目」、「四庫全書」等，知悉美國國會圖書館中文藏書

的情況、數位典藏的概況和對於善本書的重視。 

 

圖 12  美國國會圖書館特藏室合照 

四、 成果貢獻 

4.1   數位化部門 

透過一開始的規劃、數位化、上線，學習數位典藏的實際操作。在為期十

週的實習工作中，四項藏品共計完成 1,382件影像掃描、1,096件影像處理以及

完成 246件後設資料之建立，目前完成的部分已上傳至 UWM Digital Library 

(http://www4.uwm.edu/Library/digilib/)供檢索之用。其中 Enami Glass Lantern 

Slide Collection相關計畫已全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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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UWM Digital Unit缺少熟悉亞洲背景的館員，所以我們這次能協助亞

洲藏品的辨識以及描述，除了累積不同種類藏品數位化之實戰經驗外，相信對

UWM也有相當程度的助益。 

 
圖 13  四項藏品完成度百分比 

4.2 圖書館編目中心 

在此部門除了學習到西洋編目理論與實際應用之外，同時也協助完成 200

本中西文書籍編目，並上線至 UWM Library檢索系統。 

4.3 TELDAP介紹 

除了實習工作之外，我在每周的組員 meeting當中發現館員們對於台灣的數

位典藏相當感興趣，卻一直沒有機會跟管道了解，所以我和其他夥伴們決定自告

奮勇，向 UWM的館員們做一次簡介。 

這次參與簡報的人員包括了圖書館館長、資訊學院的兩位教授、Digital Unit

的五位組員、資訊中心主任以及七位館員，算是一個中小型的簡報會議。在相互

交流數位典藏經驗的過程中發現，其實國內與國外的數位典藏都遭遇到的相同的

問題，也就是典藏的使用。縱使有這麼大量的數位資料在線上免費使用，但如何

激發使用者的使用意願是一直以來雙方都共同存在的問題。 

總而言之，這次的分享會討論相當熱絡，我們也從 Q&A之中獲得許多當地

數位典藏的現況以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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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TELDAP分享會實況 

4.4 網站翻譯 

在實習的過程當中，得知數位典藏系統的推廣應用是一個相當艱難的任務，

空有好的內容而缺少使用者，這樣的系統很快就會被淘汰。因此，我們計畫將

UWM Digital Library 的入口網站中文化，並放上師大圖書館首頁，期望能夠幫助

推廣這個系統。畢竟裡面也有許多亞洲，甚至是台灣相關的藏品，相信也能提起

國內研究者的興趣。 

目前網站已經建置完畢，並將連結置於師大圖資所首頁 

(http://www.glis.ntnu.edu.tw/webpage/uwmDL/)。 

 

圖 15 UWM Digital Library  中文化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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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長期合作計畫 

經過這次的實習，UWM更肯定師大圖資所學生的能力，願意提供機會讓明

年也有學生可以過來實習，甚至計畫長期合作。畢竟 Digital Unit的人力不多，流

動率也很大，若有受過專業教育的學生可以協助亞洲區的藏品，對於 UWM也是

相當大的助益。 

五、 未來實習建議 

1. 語言能力 

語言能力其實是在整個海外實習的過程中，最不需要擔心的部分，因為館員們

會很有耐心的跟你溝通。只不過還是需要達到一定的水準，如圖資所的畢業英文標

準。只要能夠過了這個門檻，相信在聽讀的部分都不會有太大問題。至於口說的部

分，國內的確很難找到機會可以做長時間的練習，但到了當地會適應得很快，畢竟

24小時都會有需要開口講英文的時候，這時只要敢開口，其實文法錯誤並不會造成

溝通的障礙。總而言之，語言只是溝通的工具，不會有人把它當作考試，所以只要

能表達自己的所想的，就算用單字溝通或用肢體語言輔助也無須害怕。 

2. 專業能力 

在專業能力的部分，建議能夠先掌握國內數位典藏的現況，以及各個流程的核

心知識。如果能夠找機構預先實作，對於實習會有很大的幫助。如這次我們在中研

院的國家型計畫中心所實習的權威控制以及後設資料的概念，都可以對應到海外的

實習工作。這除了增加自己的信心之外，也能減少對方教學的負擔，甚至能讓我們

活用知識做出其他的貢獻。 

3. 心態調整 

實習工作誠然是出國的重點，但在海外的生活體驗也相當重要。不要忘記體驗

當地的食物、環境甚至是待人處事的方式等，這些經驗都會轉為生命中的一個重點

記憶。 

4. 實習工作內容規劃 

在實習工作的調配是彈性的，可以自己建議館方依照目前已吸收的程度，做出

更適當的工作分配。如這次所掃描的物件超過千件，花的時間也比較多，但後設資

料的部分並沒有全數完成，如果每個流程能夠平衡發展，或許能夠學習得更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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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心得報告 

6.1 中文 

美國夢，相較於過去，今日這詞所代表的吸引力及響往程度乍聽之下已非如

此新鮮，但在實際踏上美國這片土地時，它所散發出的光芒依舊如此耀眼，下飛

機的那一刻，我還不敢相信真的到了這個夢想的地方。 

我和三位同行的夥伴們所實習的學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ilwaukee, 

UWM，它的所在地不在市區，沒有高樓大廈與繁忙交通，取而代之的是小木屋

式的住家、家門前的草坪、比台灣還大的湖泊，這些從前在影集上才能看到的景

象，現在都在我的眼前，感覺每天都生活在明信片般的風景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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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赴美實習，是以美國地理學會圖書館所提供的藏品為主，在威斯康辛大

學密爾瓦基分校圖書館數位部門的指導下，學習完整的數位典藏流程。雖然在台

灣，我們對數位典藏的相關知識並不陌生，但卻難得有實際進行相關工作的經驗

及機會。此次實習所接觸的數位化步驟包括：進行多種媒材的數位化，如底片、

相片、投影片、玻璃投影片；調整及編修掃描後的數位影像；藏品後設資料的編

輯等等。我們從藏品掃描開始，到最後將藏品呈現於數位典藏網站，進行了完整

的數位化流程，並從中認識許多額外的知識，如：色彩學、攝影技術、地理學、

以及資料的推論與查證等。在實習的過程裡學習到最多的是藏品描述，也就是所

謂的 metadata。在編制之前必須收集大量資料，並從照片的任何一個角落中找

出拍攝的地點、人物甚至是建築的特色，如此才能幫助研究者理解這張照片時代

背景與意義，進而找出研究價值。不過編制的過程相當的艱辛，一張照片平均要

花 2到 3小時找相關的資料。在這一連串的過程中，不僅僅只是明白數位化的過

程，也藉由實際操作中知道各種注意細節，這讓我體會到了數位典藏的工作其實

是繁複的，但這樣的工作才能真正激發這些藏品背後的價值，如果沒有經過這樣

層層的處理，恐怕藏品的歷史價值就會隨著本身實體損毀而消失。 

 

可惜的是，美國的數位典藏單位其實不如台灣一樣，擁有國家計畫做為後盾，

也沒有足夠的人手，縱使研究員的知識優於國內，但礙於經費與人力，工作進展

相當緩慢，而且遇到亞洲區的典藏品也因為語言文字跟文化背景因素，顯得相當

頭痛。而師大與UWM的合作實習剛好可以補足這個部分，協助處理亞洲的典藏，

讓我們在學習之外也能展現自己的價值做出貢獻。 

除了 Digital Unit的實習，我也藉此機會，參訪密爾瓦基分校及首都  ─  麥迪

遜分校圖書館中的各個部門，比較美國學術圖書館與我國之間的異同。其中最特

別的要屬圖書館經營理念上的差異，例如，以往圖書館被視為學術殿堂，保持安

靜以尊重他人閱讀及研究的權利是眾所周知的規範，同時也是一種禮貌；但在美

國，至少在這所大學，觀念已漸漸轉換：個人研讀對學習固然重要，但團體的討

論對學習的助益卻也不可忽略。圖書館不僅供人閱讀，同時也是討論的空間。甚

至飲食─這項長期被圖書館禁止的活動，在新穎的理念下也能在這裡的圖書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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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進而還促使讀者討論的氛圍更加活潑。 

另外在此期間，剛好遇到了美國國會圖書館的年會在華盛頓特區舉辦，三萬

多人參加為期一個禮拜的會議，幾乎全世界的圖書館先進都聚集在這，互相研討

最新的資訊議題，以及圖書館的未來服務，會議之盛大令人難忘。除此之外，我

也旁聽了資訊學院開設的課程，但最刺激的莫過於分別向實習單位、館方及資訊

學院所進行的二場分享會，分享台灣數位典藏的現況，用著不熟悉地語言，講著

自己並未深入探究的領域，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這種種的實習體驗裡，我不僅看到物質環境上的不同，也感受到這邊館員

處事上的差異，特別在溝通與合作的過程上。在此，大多數人進行合作時，樂意

在討論的過程中提出各種意見，表達想法，並懂得傾聽別人，適時表達關注與讚

美，同時又不失幽默，相較於許多在台灣的討論情況，這是十分不一樣的。另外，

在工作上，有別於台灣強調效率的做事方法，做事的品質在這裡受到更多的關注，

效率固然為人們所注重，但必須建立在品質的基礎上。 

   

扣除在 UWM實習的時間，即是日常生活的種種新發現。誠然，實習是我們

此行的目的，但體驗這裡的生活與文化卻也沒有絲毫馬虎。清新的空氣、翠綠的

景色、挨家挨戶的草皮、各有特色的建築、美式食物、大聯盟、駕駛人的讓路文

化、種類繁多的博物館、搶便宜過季商品的 outlet…等等。這邊的行政區域劃分

的很明確，該是住宅區就不會出現商店，所以如果不在學校的商店購買，就必須

走上半小時的路程到達超級市場，或是搭公車前往自個想去的地方。有時為了省

公車錢，就算是走一小時的路程也必須硬著頭皮走下去。這邊的超級市場很大，

產品五花八門，也常推出折扣，所以逛超級市場也就成為一種興趣。對我們來說

這些都是第一次，讓人印象深刻。不過同時，這個國家也存在著貧富差距及種族

的界線，雖然那條線並不是在每個地方都如此明顯，但黑人與白人在居住區域、

生活習慣、及富裕程度的差異上仍然存在著可辨的距離。 

2.5 個月的實習生活在參加完 ALA年會後，飛快地倒數計時著，爾今回想這

2.5 個月的生活，真的是難以言喻。從一開始因為文化習慣和語言上的隔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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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許不適應，像是走在路上，如果他們眼神跟你對到了，就會跟你問好；向店

員買東西他們也會問你今天好嗎？實習單位的同仁也會親切地問週末愉快嗎？

這也許只是一種開場白話題，但綜合歸納我的觀察及感受，他們是很愛聊天的民

族。除此之外，用餐方式和交通規則，一開始也是摸不著頭緒，像是如果你是吃

速食，他們會有很多選擇，來讓你客製化餐點；也由於Milwaukee並非如 Chicago、

New York等大城市，大家對人也都很溫和，而每台車看到 STOP標誌，一定會停

一下再開；就算沒有交通號誌，看到行人站在路口，也一定停下來讓行人先過；

當然還有其他因為不瞭解狀況所鬧出的各種笑話。 

在實習的最後一週大夥似乎有些不捨，陸續相約聚餐、擁抱別離。在這裡認

識許多來自各地的新朋友、Krystyna一家人、Ewa 館長、部門同仁、孟令一家人、

俊升一家人、教會的朋友，以及孟哲等台灣同學會的同學們，同時也接受了很多

他人的幫助，心中的感謝難以言喻，沒有遇到這些人，我想這趟旅程不會那麼順

利。 

 

這一趟實習之旅，雖然才短短的兩個半月時間，但卻是我生命中的一段美好

的回憶，也完成了一直以來的夢想。在這裡才發現自己成長的土地是那麼渺小，

而外面還有一片如此寬廣的世界。這裡是跟台灣完全不一樣的環境，自由的學風、

盡情討論與分享交換的空間以及充滿美意的校園，這些都會深深印在我的腦海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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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英文 

The internship experience provided me not only a chance to learn but also an 

opportunity to fulfill my “American dream.” For me, America is an attractive country 

because it’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place I have lived. I was so excited to have the 

chance staying there for couple months. Even when I already stepped on the country, 

I couldn’t really believe that I was ther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ilwaukee (UWM) is the school I had the internship, 

and it locates in a quiet and plain area with natural scenery. Compared with big cities, 

Milwaukee is the place with lots of trees, cabins, parks and lakes. The whole 

surroundings are filled with the atmosphere of pleasure and comfort. I directly felt 

the different living style, and I was overwhelmed by the beautiful views and 

everything I saw. 

The purpose of this internship is to learn the complete processes of digital 

collection in the digitization unit of UWM libraries. Although digital collection is not a 

new issue in Taiwan, it’s uneasy to experience and involve in the related archiving 

work or programs. Thus, the internship aims to provide the chance to involve in the 

practical work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UWM selected the collections for my 

partners and me to do the digitization work, and most of the collections are from the 

American Geography Society Library (AGSL). There are four different formats for 

digitization, including films, slides, lantern glass slides, and prints. We were trained to 

use varied scanners to digitize images. Then, we did the image processes which 

contained color balance, image‐sharpen and image‐contrast. Last, we composed 

metadata for each images. After the whole processes, all the items would be 

uploaded to the database of digital archives. During the digitization processes, we 

learned both skills and principles on image digitization. From the step of processing 

images, we knew the rules of color combination and photography. In the metadata 

composition part, we read and searched for the geographic background and 

information that helped us compose the correct metadata for the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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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 digitization processes, the most impressive part is how to compose 

the proper description to each image. Before we did the metadata on one image, we 

had to collect enough information to help interpret the date, background and place 

of the image. Sometimes, we found some clues or recognized the featur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images to do the research, and then we could find deeper 

information about images. It’s quite interesting and valuable for us to learn and 

acquire something during the researching process. And I thought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were impressed by this part. We were actually learning something not just 

doing the routine work.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cess of composing metadata is 

also the most difficult and frustrated part we have encountered. Due to the 

time‐consuming reason, we sometimes spent a whole afternoon searching for the 

information of a single image. However, it’s worthy to do this process because this is 

what we will regard as the “professional” and “valuable” for the librarians’ work. Also, 

the collection would present its historic value after the value‐added work by 

librarians. 

Besides the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from the digitization unit, we got the 

opportunity to discuss and share the difference of digital achiev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s an informative chance to share viewpoints on the same 

issue from different prospective and working fields. Moreover, we had a library tour 

that we visited other departments to get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about how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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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s work and operate. We even lucky enough to have a chance to visit UW – 

Madison, another branch school, to see a larger scale of digitization unit. Through 

the overall introduction of the libraries, we got a complete concept and 

understanding on the culture and operation of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very end of the internship, we had a normal presentation for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in Taiwan. The presentation attracted over 20 audiences from the 

libraries and collages. We were glad to have this achievement during the internship.   

  

We also decided to attend the annual conference held by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in Washington DC. We were ama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also were excited to saw the prominent and outstanding scholars in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ield. The conference contains a great number of library issues, 

including both the latest and traditional ones. This will definitely be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or u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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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two and half months in America, I experienced the different material 

life as well as the way and the attitude Americans dealing with their work. I found 

that they take every detail a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ir job. They hold a serious 

attitude towards their work. At first, we thought that they do things so slow and 

careful that they spend too much time on one thing. It may be inefficient for the 

workflow. After we joined their work and worked together, we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e way they did so carefully due to their attitude. They took every step seriously, so 

they could make sure that there were no neglect and mistakes during each process. 

Thus, they would like to confirm again and again to ensure the quality is 

unquestionable. This is just the important working attitude that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m.   

Daily life in the U.S. is another new life discovery besides working as interns in 

UWM. The fresh air and the overwhelming natural scenery are parts of the 

impressive images we had. In addition, museums, sports activities, historic buildings, 

American foods, transportation and people there are also the new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We sometimes faced some difficulties or culture shocks, but 

everything there was new and novel so that we could still enjoy and learn something 

from each different situation we encountered.   

   

Most important of all, we thanks for every help and assistance we had received 

during the two and half months. We really appreciate that all the staffs in the digitization 

unit, other librarians in the UWM libraries, Taiwanese seniors and students there 

provided their concern earnestly and treated us enthusiastically. We wouldn’t learn so 

much and have such a smooth and joyful journey if they haven’t given us the help. This 

internship experience is still like a dream now. I realize how big and broad the world is 

after I step out from our own country. This trip is a learning chance and a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as well. The free and cre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interactive discussing 

atmosphere and the delightful surroundings will absolutely be stamped on my m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