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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範圍、架構及功能 

一、圖書館自動化之定義與範圍 

圖書館自動化(Library Automation)主要為運用資訊設備協助

館員處理圖書館之作業。張鼎鍾對圖書館自動化依其使用工具與服務

工作內容，分廣義與狹義兩個層次予以定義：(註1) 

(一)、廣義 

舉凡運用機械設備取代人工，用機器來處理圖書館業務，統稱為

圖書館自動化。其中包括以各種機器來執行圖書館的業務，如卡片印

刷機、電動運書機(Electric Book Conveyor)、圖書館防盜設備

(Security Device)、密集書庫(Compact Shelving)，甚至自動化同

步的視聽設備(Synchronized Audio-Visual Equipments)都可以列入

圖書館自動廣義的範疇之內。 

(二)、狹義 

運用電腦(Computer)來處理圖書館的作業提供的服務，諸如：圖

書採訪、編目、期刊管理、流通、參考諮詢、行政管理等均屬之。 

林孟真對圖書館自動化的看法為：圖書館之業務處理在由人工化

走向機械化後，進一步使用「電腦」與「通訊」設備及其資訊處理之

特性，展開多元化效益之資訊服務。在重視網路資源利用、落實資源

共享理念、推廣虛擬圖書館之理想中，圖書館自動化作業之範圍應廣

及圖書館各組(採訪、編目、典藏、閱覽、參考期刊及推廣)業務處理

外，更應廣及各種資訊檢索系統及網路資源之利用。(註2) 

另外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為一整合性的系統。廣義的整合圖書館系

統(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 ― 亦稱為「整合線上圖書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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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Online Library System，簡稱 IOLS)或簡稱為「整合

系統」(Integrated System) ― 是以電腦為主的資訊系統，運用單

一的書目資料庫及一套相互關連的應用程式，自動處理圖書館之多種

服務。(註3) 

自 1980 年代起，整合圖書館系統之銷售方式，通常以應用軟體

及預選的電腦系統結合的轉鍵式(turnkey)系統，由單一廠商負責整

體系統之購置。現今大部份的整合系統則由預先撰寫好的套裝軟體商

銷售，並安裝及運作於圖書館所準備或預備購買的硬體上，這些硬體

可能就由其他的供應商購買，不一定是由軟體廠商供應。(註4)也就

是 turnkey 意謂在市場上可以購買到的產品，完整的軟硬體整合，並

依圖書館的需求設定好的現成系統。(註5) 

二、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架構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之架構，隨著資訊技術之演進而發展及分化。

從簡單的單機式自動化系統，到為圖書館內部連線作業需求之區域網

路作業系統，到跨館際作業之大型系統。 

如同電腦軟體，整合圖書館系統就電腦上作業的不同，區分為四

種類型：(1)大型主機為主之系統(mainframe-based system)，(2)

迷你電腦為主之系統(minicomputer-based system)，(3)主從式

(client/server)架構，以及(4)獨立運作或網路作業之個人電腦產

品。中型及大型圖書館的整合圖書館系統，傳統上均在大型主機和迷

你電腦上運作，不過這樣的系統亦安裝於聯盟或其他合作的館別中，

服務多個小型圖書館。在個人電腦上運作的整合系統則是明確的提供

給小型圖書館使用，特別是學校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主從式架構適

用於多種類型圖書館，跨越所有市場上的區隔，而且被視為可以替代

大型主機及迷你型電腦為主的產品。當某些整合系統適用於多種層次

的版本時，大部份的產品將會減少到單一的類別。(註6) David Dorman

亦指出在網路式的主從架構下，已漸漸打破以往對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架構大型主機、迷你型電腦及微電腦(microcomputer)所做的區分。

(註7) 

就一般性自動化系統架構而言，目前趨向於主從式電腦架構，可

分為一層式、二層式及三層式主從架構，其架構方式說明如下：(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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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層式主從架構(One-Tiered Client/Server) 

即所謂主機／終端機式之架構模式，其架構如圖 2.1。 

HOST
Dumb Terminal

Dumb Terminal
DB

 
圖 2.1 一層式主從架構圖 

資料來源：陳文生，「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架構之探討」，圖書與資訊學刊 24 期(1998 年 2
月)：18。 

(二)、二層式主從架構(Two-Tiered Client/Server) 

即分為主、從二層，由從端(Client)配合視窗介面方式開發工

具，設計圖形使用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存取主端

(Server)之資料庫內容。其架構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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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二層式主從架構圖 

資料來源：陳文生，「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架構之探討」，圖書與資訊學刊 24 期(1998 年 2
月)：18。 

(三)、三層式主從架構(Three-Tiered Client/Server) 

即分為主、從及中介交易伺服器(Application 或 Transaction 

Server)三層，利用中介交易伺服器存取分散式之資料庫，可得到較

佳效率及穩定之運作環境，其存取主端(Server)之資料庫內容之使用

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和(二)相同。其架構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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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三層式主從架構圖 

資料來源：陳文生，「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架構之探討」，圖書與資訊學刊 24 期(1998 年 2
月)：19。 

三、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之功能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之功能依處理之作業，可以包括若干模組或子

系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從各作業功能的分別開發、進步為整合性系

統，再發展到現在網路化的連線作業，作業模組也由編目、流通、查

詢，再加上期刊與採訪，及目前最熱門的 WebPAC及 Z39.50查詢。(註

9) 

教育部於民國 86年至民國 89 年間，委託進行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功能之研究及研訂規範書。計有「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軟硬體共通規範

書」(民國 86 年)、「各層級圖書館自動化網路系統軟硬體規範」(民

國 87 年)及「各層級圖書館資訊系統規範修訂報告書」(民國 89年)。

其目的為教育部電算中心鑑於全國圖書館推行自動化作業，常因各館

採用套裝軟體不一，維護困難，各不同系統間，資訊交流不易，造成

館際間資訊共享之障礙，為使圖書館能提供更佳的資源共享之服務，

因此研訂共通規範供圖書館界與電腦資訊界開發或選用新圖書館自

動化作業系統之參考。(註10)經獲得電腦業界及圖書館使用者之共識

之後，雙方均期盼...就圖書館規模大小及行政體系之不同，建議就

現有已完成之完整性「共通規範書」再加以區隔，依大、中、小型圖

書館自動化系統之需求，研訂三種不同層次之軟硬體需求書，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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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型圖書館在選購系統時可依循，進而真正落實於統籌整體

規劃，分層次選擇共通的系統，節省各層級圖書館採購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或自行開發自動化系統的人力與時間，俾利館際間資源共享。(註

11)以目前台灣地區各縣市文化局(中心)圖書館與鄉鎮市圖書館之連

線系統規模及功能而言，介於規範中之中型至大型系統之範圍。未來

若涉及跨縣市系統之作業時，許多功能及效能則須由大型系統才能滿

足需求。 

依據民國 89 年之修訂，對圖書館資訊系統應用軟體規範部份，

除了大、中、小型系統外，將系統功能分為「整體功能」、「採訪模

組」、「編目模組」、「流通模組」、「期刊管理模組」、「線上公

用目錄查詢模組」及「參考服務暨文獻傳遞模組」等主要項目。除「參

考服務暨文獻傳遞模組」外，茲擇要說明主要之模組架構圖及與本研

究相關之系統功能：(註12) 

(一)、整體功能 

1. 為一整合性圖書館作業系統，包括採訪﹑編目﹑期刊管理﹑

流通﹑線上公用目錄查詢（含 Webpac 查詢功能）及參考服務

暨文獻傳遞等功能且各模組可以同時作業及分享資料。其關

係如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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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各模組關係圖 

資料來源：胡歐蘭主持，各層級圖書館資訊系統規範修訂報告書(臺北市：教育部，民 89
年)，頁 13。 

2. 各模組資料建立後，能立即提供查詢，並能提供其他模組利

用，不需要重覆建立；資料異動時，不影響其他模組作業及

相關之檔案，並能立即自動更新。 

3. 能轉入及轉出符合 ISO-2709書目記錄。 

4. 系統具多人多工作業環境，在線上執行不同的模組功能。 

5. 能線上相互轉換 CCCII、BIG5、UNICODE 等不同中文字碼之文

字。 

6. 可設定各分館或合作館工作人員使用者之權限，非授權之使

用者，無法進入其它館之作業模組。 

7. 系統具總館、分館及共用系統合作館網路連線作業的功能。 

8. 系統必須能接受各單位不同的作業方式，例如： 

(1)、 不同的流通政策。 

(2)、 不同的經費來源及經費配置方式。 

(3)、 不同的讀者類型定義。 

(4)、 不同的分類系統。 

(5)、 不同的標題系統。 

(6)、 不同的統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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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系統能提供鎖定資料的功能，同一時間內對同一筆資料只可

提供一人修改，但可提供多人同時查詢。 

10. 跨館專線連線之流通作業，平均反應時間最多不得超過三

秒。(建議最高連線測試速度為 19.2k bps。) 

11. 經由書目資料庫，可同時查詢各單位之採訪、館藏及流通狀

況，並可依功能不同選擇不同的顯示格式。 

12. 總館、分館及共用系統合作館之讀者檢索資料時，可一次檢

索館藏及流通狀況。 

13. 具備 Z39.50 主從端之查詢與檢索功能。並具有 Server 及

Client 軟體。 

(二)、採訪模組 

1. 提供圖書資料之介購、複本控制、訂購、催缺、驗收、發票

處理、經費控制、處理情況通知及交換贈送等功能。其模組

架構如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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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採訪模組架構圖 

資料來源：胡歐蘭主持，各層級圖書館資訊系統規範修訂報告書(臺北市：教育部，民 89
年)，頁 17。 

2. 多館共用系統時，具有獨立之介購檔、訂購檔、經費檔、交

換贈送檔、發票檔及會計年度設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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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目模組 

1. 編目模組架構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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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編目模組架構圖 

資料來源：胡歐蘭主持，各層級圖書館資訊系統規範修訂報告書(臺北市：教育部，民 89
年)，頁 25。 

2. 系統能轉入各種不同機讀編目格式之書目資料，包括中國機

讀編目格式、美國機讀編目格式。 

3. 系統能轉入各種不同機讀權威格式之名稱及其他權威記錄。 

4. Metadata相關發展及需求 

(1)、 系統須能支援轉入及轉出 XML/MARC DTD 之記錄。 

(2)、 系統應能支援由 MARC與 Dublin Core或其他 metadata

格式的轉換。 

(3)、 系統須能支援 XSL(eXtensible Stylesheet Language)

標準，以模組化方式轉換各種 metadata，並配合

DOM(Document Object Module)及 XSL 支援瀏覽器端的

展現。 

(4)、 圖書館公用目錄查詢結果應能以 XML格式顯示並下載。 

5. 系統可建立聯合目錄，聯合目錄建立之方式可為集中式資料

庫或為分散式資料庫(或稱為虛擬資料庫)。 

(1)、 集中式資料庫 

i. 系統之記錄以一筆書目多個館藏。 



 - 15 -

ii. 系統應可設定只查詢某一館或某一地區之館藏資

料，亦可查詢所有館的館藏。 

iii. 系統應具備可以設定欄位參數判斷是否為重複之書

目記錄。 

iv. 系統應具備分散檢索並收集各館書目記錄之功能。 

(2)、 分散式資料庫 

i. 系統的 Z39.50 gateway應能針對各館之 Z39.50伺服

器設定參數，使得各館的查詢呈現最佳狀態。 

ii. 系統應可設定只查詢某一館或某一地區之館藏資

料，亦可查詢所有館的館藏。 

iii. 系統查詢應可整合查詢所得之資料。 

iv. 分散式書目資料查詢除書目資料外，應可帶出各館流

通狀態。 

v. 可系統可將查詢之書目資料線上轉入本端(local)之

書目資料庫。 

(四)、流通模組 

1. 流通模組架構如圖 2.7 所示。 

讀者記錄

(修改、刪除)

借 閱 證

館藏記錄

流 通 狀 況

(借書、罰款、停借.....)
預 約

新增 轉入

流通政策參數

違規記錄

通知單

報 表

OPAC 查詢

 
圖 2.7 流通模組架構圖 

資料來源：胡歐蘭主持，各層級圖書館資訊系統規範修訂報告書(臺北市：教育部，民 89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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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備即時線上處理及批次作業的能力，所有異動必須立即記

錄於主要系統檔中，並可由系統自動處理備份工作。 

3. 可處理不同館別之不同流通政策。 

4. 可於螢幕或印表機印出讀者檔清單，且可依分館或單位別列

印。 

5. 系統採用之條碼格式，具有不同館別代碼或號碼。 

6. 連線作業之任何一館已建立之讀者記錄，無須重覆建檔。 

7. 系統能區別各館/單位借書政策檔，並經由各館的設定，可

進行代借代還作業。 

8. 根據各館出納政策自動控制續借次數及期限，亦可依館員需

要輸入特定的續借天數。 

9. 依各館連線作業代還政策的設定，可接受代還他館圖書，並

提供館員適當訊息，提示館員放置於適當位置。 

10. 由各館/單位設定是否可開放預約訂購中、編目中之圖書資

料。 

11. 多館連線作業系統，可設定預約取書方式： 

(1)、 至圖書所在館取書。 

(2)、 指定館別取書，圖書館代為運送。 

12. 可作館際互借、圖書代還等統計。 

13. 可依各館政策決定來設計該館的參數設定，包括：借閱政

策、逾期處理、圖書遺失、催還設定、開閉館日期、時間設

定等。 

(五)、期刊管理模組 

1. 期刊管理模組之功能架構如圖 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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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期刊管理模組架構圖 

資料來源：胡歐蘭主持，各層級圖書館資訊系統規範修訂報告書(臺北市：教育部，民 89
年)，頁 41。 

2. 可依館別、會計科目及書名印製新到期刊清單。 

3. 可設定不同館別驗收同一種期刊之方式。 

(1)、 期刊週刊僅須設定一次，無須由各館重複設定。 

(2)、 各分館統一由總館驗收期刊。 

(3)、 各分館自行驗收期刊。 

(4)、 總館驗收某些分館期刊，其餘由各分館自行驗收。 

4. 可依館別/單位或訂購型能列印期刊訂購統計表。 

5. 館別/單位期刊統計。 

(六)、線上公用目錄查詢模組 

1. 線上公用目錄查詢模組之功能架構如圖 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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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線上公用目錄模組架構圖 

資料來源：胡歐蘭主持，各層級圖書館資訊系統規範修訂報告書(臺北市：教育部，民 89
年)，頁 52。 

2. 多館連線系統，讀者可選擇取書館別；或依系統設定方式，

到藏書所在館別取書。 

3. 可設定各館館藏顯示方式： 

(1)、 排列順序。 

(2)、 先行顯示部份館別之館藏，若有需要，再進其他館藏之

顯示畫面。 

另外亦有針對縣市圖書館自動化跨館連線時，可能需要的功能項

目進行探討，其中將文化局圖書館稱為「中心圖書館」，各鄉鎮市(區)

圖書館或其他與文化局連線共享系統資源的圖書館，通稱為「連線合

作館」。功能包括：(註13) 

1. 整體功能 

(1)、 各連線合作館連結文化中心系統主機，共享系統資源。 

(2)、 採集中式資料庫架構，任何一館所建置之書目記錄、讀

者記錄及其他相關檔案，可供各連線合作館使用，無須

重覆建置。 

(3)、 各連線合作館可擁有個別之參數設定、操作畫面。 

(4)、 各連線合作館可依需求修改各館之輔助說明訊息。 

(5)、 可依各館需求設定不同之統計方式及報表列印。 



 - 19 -

(6)、 可設定各連線合作館使用者權限，非授權之使用者，無

法進入其他館之作業模組。 

(7)、 提供各館館員訊息傳遞功能。 

(8)、 讀者及圖書條碼，應包括各館之識別代碼。 

2. 編目模組 

(1)、 各連線合作館可自行設定編目作業畫面，例如：原始編

目時，系統所顯示之書目記錄登錄欄位。 

(2)、 新增館藏記錄時，可自動產生內定之欄位值，例如：館

別、館藏類型等參數，減省資料建檔時間。 

i. 可修改自動產生之欄位值。 

(3)、 書目記錄、館藏記錄新增、修改及刪除。 

i. 任何連線合作館所建立的書目記錄，其他館具有相同

圖書資料時，僅須增加館藏記錄，無須重覆建置。 

ii. 可新增他館之館藏記錄。 

iii. 各連線合作館才可修改、刪除該館之館藏記錄。 

iv. 可設定各連線合作館對書目資料庫之書目記錄異動權

限： 

(i). 可修改、刪除所有連線合作館所建立之書目記錄。 

(ii). 可修改、刪除各館自行建立之書目記錄。 

(iii). 不得新增、修改及刪除書目記錄。 

(4)、 可設定不同之分類表及標題系統。 

3. 流通模組 

(1)、 可設定各連線合作館不同之流通政策及讀者類型。 

例如：可設定各館借閱冊數，例如：甲館 5 冊，乙館

4 冊，丙館 5 冊… ..，但全縣(市)總借閱冊數

不得超過 15 冊。 

(2)、 可設定連線合作館開閉館時間及休館日。 

(3)、 任何連線合作館所建立之讀者記錄，即可供其他館使

用，無須重覆建立。 

(4)、 任何連線合作館均可檢視所有讀者之借閱狀況、違規狀

況等資料。 

(5)、 各連線合作館可自行印製該館之逾期、預約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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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逾期處理應依資料所在館別所立之流通政策執行催還

與罰則。 

(7)、 可接受讀者歸還其他連線合作館之圖書資料。 

i. 系統可顯示圖書資料所屬館別訊息，供代還圖書館館

員處理。 

ii. 代還之圖書資料，其館藏現況自動更改為” 移轉

中” ；待送回所屬圖書館處理後，館藏現況自動更改

為” 在架上” 。 

(8)、 可設定預約取書方式。 

i. 至圖書所在館取書。 

ii. 指定館別取書，圖書館代為運送。 

(9)、 可透過權限控制，預約他館未借出之圖書資料，並以電

子郵件通知他館館員代為取書、送書，以進行館際互借。 

在館際互借模組方面，系統的館際互借功能應有詳細的規

則。有些系統可以做到在使用同一系統的單位中進行館際互借，

不同系統則通過 E-mail 發請求；而有些系統的館際互借的處理

則是把別館的圖書當作本館的圖書來進行，具體方式是進一個臨

時書目記錄。(註14) 

4. 線上公用目錄模組 

(1)、 各連線合作館可自行設計線上公用目錄查詢之啟始畫

面。 

(2)、 可由各連線合作館決定提供給讀者之檢索點及排列順

序。 

(3)、 可顯示各館之書目記錄、館藏記錄及館藏現況，並具

有以下設定方式： 

i. 系統可先行過濾並顯示擁有該館館藏之書目記錄。 

ii. 可依館別設定欲顯示之館藏記錄及順序。 

(4)、 可進行跨館預約圖書資料，取書方式具有以下設定方

式： 

i. 至館藏所在圖書館取書。 

ii. 依使用之線上公用目錄所在館別取書。 

iii. 開放讀者選擇取書地點。 

5. 採購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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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建檔完成之採購記錄，其書目記錄部份可供其他連線

合作館使用。 

(2)、 各連線合作館共用書商記錄檔。 

(3)、 各連線合作館具獨立之經費檔及經費架構設定。 

(4)、 各連線合作館可設定不同之採購方式、催缺週期等。 

6. 期刊模組 

(1)、 可共用與採購模組相同的書商檔。 

(2)、 可共用期刊出版週期設定。 

(3)、 各連線合作館可設定各館之期刊採購方式、催缺週期、

裝訂週期等。 

所謂新世代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並沒有明確的準則，但一般公認

的特性如下：(註15) 

1. 採用國際統一字碼(Unicode)。 

2. 採用開放式的資料庫管理系統(ODBC)。 

3. 主從架構(Client-Server)。 

4. 加入 Z39.50的功能。 

5. 彈性設計：採取參數化的設計，便於各館依自己的需求設定

參數值，成為彈性化的解決方案。 

6. 處理電子化多媒體的功能。 

7. 新和性、大眾化的操作功能。 

8. 採用物件導向的設計原則。 

9. 接受多種機讀編目的格式及詮釋資料(metadata)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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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發展模式 

一、發展里程 

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發展里程，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註16) 

(一)、單機或區域網路自動化系統試用階段(民國 76 年至 78 年間) 

民國 77 年 7 月桃園縣及澎湖縣立文化中心首先啟用整合性圖書

館自動化系統(三邊系統)，次年六月台中縣立文化中心亦嘗試跟進，

採用三邊系統。 

三邊系統以 DOS 為作業系統，架構於 Novell 環境上並以個人電

腦為主機平台，系統具備各模組基本功能、操作容易、維護簡便；書

目紀錄格式為非 MARC格式。 

(二)、單機或區域網路自動化系統應用階段(民國 79 年到 81 年間) 

由於桃園縣、澎湖縣及台中縣陸續進行自動化，且成效卓著，各

縣市立文化中心亦起而效法，紛紛啟用自動化系統。 

此階段共有台北縣等 15 縣市立文化中心及台南市立圖書館進行

自動化，其中 12 所中心採用三邊系統，2 所中心採用專屬機器及專

屬資料庫之 URICA系統(早期版本)，1 所中心委託廠商開發。 

除國產系統外，國外中大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例如 URICA、

DYNIX、INNOPAC)亦陸續引進，在此階段採用國外系統的單位有台北

縣立文化中心及台中市立文化中心，該二中心均採用引自澳洲之

URICA系統，屬封閉型系統，作業平台為迷你級主機，書目紀錄格式

為美國機讀編目格式(US MARC)。 

鄉鎮圖書館也在此階段如雨後春筍般陸續加入自動化的行列，但

由於規模比縣市立文化中心來得小，藏書約在 15,000－20,000 冊之

間，且經費有限，自動化系統的選擇亦偏向於 DOS 版、架設於 Novell

網路上小型系統，例如三邊、學英、明宇、清江、鉑特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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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放架構共用系統試用階段(民國 81 年至 83 年間) 

由於電腦及網路科技進步神速，使圖書館自動化能跨越不同區域

同時作業，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台北市立圖書館、省立台中圖

書館(註17)及高雄市立圖書館先後採用架構於 Unix 環境下之自動化

系統，與其分館連線共用系統及分享書目與讀者資料，並透過

Internet 提供民眾查尋各館館藏資料及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圖書資訊

網路書目資料。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於民國 81 年 3 月啟用 Dynix 系統，並

與其中和閱覽室連線同步作業，共用系統。 

台北市立圖書館於民國 81 年 10 月啟用 URICA 系統，其 40 餘所

分館及民眾閱覽室陸續與該館總館主機連線共用系統。 

省立台中圖書館(民國八十八年改隸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更

名為「國立台中圖書館」)於民國 83 年 6 月啟用 Dynix 系統，並與其

黎明分館連線作業。自民國 84 年 10月起，陸續與省立交響樂團圖書

室、省立美術館資料中心、台中縣清水國小及台中育幼院連線共用系

統，建立不同類型圖書館聯合目錄，進行館際合作與資源共享。 

高雄市立圖書館於民國 83 年 10 月啟用 URICA 系統，其 13 個分

館及閱覽室與該館總館主機連線共用系統。 

此階段是台灣省公共圖書自動化突破封閉型自動化系統及單一

圖書館運作模式的階段，朝向網路連線及館際合作更開闊的方向發

展。 

(四)、縣市內圖書館共用系統運用階段(民國 83 年至 85 年間) 

83 及 84會計年度，台灣省政府補助桃園縣、宜蘭縣、南投縣、

台中縣、台東縣及台南縣進行全縣公共圖書館自動化作業，但未規範

縣市自動化及網路系統架構，大部分仍以各館獨立作業方式進行自動

化，無法分享資源。南投縣則是台灣省各縣市中第一個採共用系統架

構的縣市，各鄉鎮圖書館透過數據專線與文化中心系統連線作業，共

用書目資料庫及讀者資料庫，也是第一個提供民眾透過網際網路

(Internet)查尋全縣書目資料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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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年度台灣省政府補助台北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雲

林縣、高雄縣、屏東縣、花蓮縣、澎湖縣等 9縣市各 5鄉鎮圖書館各

自規劃及建置自動化系統。 

(五)、縣市內圖書館共用系統推廣並與世界連結階段(民國 85 年起) 

民國 84年 12 月由台灣省政府成立「台灣省公共圖書館資訊網路

輔導諮詢委員會」，邀請學者專家輔導並全面整體規劃縣市公共圖書

館自動化及網路系統，有效整合縣市及鄉鎮圖書館自動化作業。 

以縣市文化中心為各縣市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中心，由文化

中心購買整合性及具網路功能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儲存全縣市的書

目與讀者資料及管理全縣的圖書管理作業，以利進行合作編目、合作

閱覽、合作發展館藏等業務。 

各鄉鎮圖書館僅需購置電腦及相關連線設備，採終端模擬或主從

架構，以專線連結至文化中心的系統主機，將館藏及讀者資料輸入該

系統，集中管理，以便各縣市鄉鎮民能隨時掌握館藏動態並善加利用。 

台灣省政府自 86 年度起陸續補助各縣市公共圖書館整體自動化

作業經費，各縣市依據委員會規劃的系統架構進行系統更新及網路建

置工作。 

(六)、邁向全文、電子化、個人化的資訊服務(民國 88 年起) 

除了自動化系統的更新、網路的建置外，公共圖書館更積極於成

為地方資訊資源中心，建立各種與地方歷史、地理、文學、藝術、特

殊讀者服務相關的資料庫，如地方文獻與文物資料庫、地方藝文活動

資料庫、地方論壇、社區生活資訊、兒童資訊、青少年資訊、長青資

訊等。此外國立台中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並購買全國版

的商業性資料庫供全國民眾使用，如：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

統、即時報紙標題索引、聯合報及經濟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國家考

試題庫、卓越商情資料庫、美加研究所資料庫 (Peterson's 

Gradline)、美加大專院校資料庫(Peterson's College Database)

等。 



 - 25 -

另外整理特定主題的網路資源，如國外公共圖書館、兒童資訊資

源、青少年資訊資源、常青資訊資源及視障資源等等，擴展圖書館有

限的館藏成為無限的虛擬館藏。 

就上述之資源，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指導，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中部辦公室主辦，國立臺中圖書館承辦，於民國八十八年設立

「公共圖書館資訊服務網」(Public Library Information System 

Network，簡稱 PLISNet)之網站(註18)，整合公共圖書館線上資源，

做為台灣地區公共圖書館之入口網站。 

未來公共圖書館將更致力於成為地方的資訊資源中心、終身學習

中心，並提供全文、數位化、人性化、個人化的資訊服務，並致力於

維護每個人公平、自由、無遠弗屆的取用資訊的權利。 

綜觀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資訊系統建置，在民國 85 年以前都是

各自獨立運作方式作業，之後在臺灣省政府參考專家學者意見，極力

推動各縣市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集中作業模式後，使得臺灣地區公共圖

書館開始有了跨館合作的契機。 

民國八十六年教育部訂定之「加強公共圖書館建設五年計畫」，

發展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為其主要執行要項之一，充實自動化及網路設

備並建立書目資料庫，俾供各館分編諮詢為其執行內容，規劃成立

北、中、南三區圖書資訊資源中心，協助其區域內之縣市立文化中心

暨圖書館添置電腦設備，發展轉換介面並能進入網路，進行館際合

作。(註19) 

二、系統發展模式及架構 

根據 Bocher 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分享模式提出其優、缺點說明

如下：(註20) 

優點 

 擴展圖書館的資源 

各別圖書館的書目館藏資料庫，集合成一聯合的資料庫後，

更有助於讀者的利用。例如讀者的預約作業，即可擴展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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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連結的分享館館藏資料。另外可以進一步分享其他的電子

資源，例如全文資料庫等，一般一次購置全部連線館的使用

者數，會比各館分別購買的價格便宜。 

 可使用更為穩固、功能強大的系統 

一個能夠供多個圖書館分享使用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一般

已具有各種分享功能的設計，而且與各館獨立系統比較，能

提供分享的系統，硬體較為穩定，軟體也較為可靠。大型系

統的功能也較為強大，可以供各館依其需要，選擇使用。 

 更能實現編目分享 

雖然目前可以透過 CIP、Internet 輕易獲得他館的書目資

料，但各館仍需要花時間在書目的檢索、下載及轉入系統。

若採用分享系統的方式，只要其中一館曾轉入過同一筆的書

目紀錄，各館僅加館藏紀錄，再修改館藏類型、索書號等細

項，即完成相同書目的編目作業。 

 館員無須具備系統作業的所有知識 

若各館獨立運作一套系統時，圖書館館員除了系統操作功能

外，還必須了解作業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及各種管理的功

能及技術。採用分享系統模式後，各館館員可專注在操作功

能上，相當系統管理作業僅需集中由系統中心的圖書館負責

處理，整體而言，可以節省人力，讓館員能更專注於系統功

能的運用。 

 增進館際合作 

必然地，一個分享的系統，將可以促進各館的合作事宜。從

聯合編目、館際互借、互還，到聯合典藏、採購等，參與分

享的圖書館館員在互相接觸之中，有助於產生更多的合作項

目。 

缺點 

 各館的掌控及政策必須妥協 

此為分享系統作業最主要的障礙，換言之，圖書館總是不願

就其自治權讓步及委協。但分享系統模式若能成功，各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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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必須放棄各別的政策或作業模式，成就系統整體作業及

管理。 

 不同圖書館有不同的讀者群 

同類型的圖書館較易分享共同的系統，而不同類型的圖書館

雖然可以分享系統，但比較不容易達到高階的合作層次，主

要是不同讀者群有不同的需求。例如公共圖書館與大學圖書

館所服務的讀者群及需求，其差異性就非常大。有時系統為

滿足不同類型圖書館的分享作業，可能產生不同的資料庫供

各館自行維護。 

 電信費用支出 

連線分享系統的模式對電信費用的支出及持續性非常重

要，因此圖書館必須要能把握此項費用不虞匱乏。此外，連

線作業中有關電信設備(如：數據機、ADSL等)的設定也會造

成各別圖書館的負荷，因此要能要求廠商協助解決連線的問

題。 

 費用支付問題 

由於各館分享系統的資源有所差異，例如：書目館藏數量、

流通量、工作站的數量等，因此系統建置或日後維護的費用

支付比例，很難用精確的公式計算出來。 

 功能需求定義問題 

一個圖書館對系統功能認為「必備」的需求，對其他圖書館

而言可能只是一項非必備的功能，結果會造成在擬訂需求書

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需求都是必備的，造成系統選擇上的

困難度。 

 採購決定權問題 

當分享系統最初建立時，若各館均參與採購系統的決定權

時，由於各館的看法不同，可能會造成系統選擇上的衝突。 

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目前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資訊服務模式，依

「臺灣省公共圖書館資訊網路輔導諮詢委員會」(自民國八十八年七

月改稱為「公共圖書館資訊網路輔導諮詢委員會」)於民國 85 年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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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的圖書館自動化及網路架構，將縣市文化中心(文化局)圖書館與鄉

鎮市圖書館連結，突破縣市文化中心(文化局)與鄉鎮圖書館間無行政

隸屬關係之限制，進行館際之間的合作。其規劃之架構如圖 2.10、

圖 2.11所示。(註21) 

圖 2.10 文化中心(文化局)與鄉鎮市區圖書館網路連結架構 

資料來源：臺灣省公共圖書館資訊網路輔導諮詢委員會，「臺灣省公共圖書館自動化及資訊網

路規劃要點」，2000，http://www.ptl.edu.tw/inf_team/plan/project.html (200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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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文化中心(文化局)與區域書目中心連結架構 

資料來源：臺灣省公共圖書館資訊網路輔導諮詢委員會，「臺灣省公共圖書館自動化及資訊網

路規劃要點」，2000，http://www.ptl.edu.tw/inf_team/plan/project.html (2001/10/16)。 

依該委員會的規劃，對此一架構之說明如下：(註22) 

1. 以文化中心為各縣市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中心，由文化中

心購買整合性及具網路功能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儲存全縣市

書目、館藏與讀者資料及管理全縣之圖書管理作業，以利進行

合作編目、合作閱覽、合作發展館藏等業務。 

2. 文化中心購置系統主機，原則上為 Host-base 之作業環境，採

開放式的作業系統（例如 UNIX），具有廣域網路連結及多人多

工作業能力。文化中心及所屬鄉鎮市（區）圖書館之各項圖書

管理作業，例如：編目、流通、線上目錄查詢、期刊管理等，

均由系統主機處理及反應。 

3. 各鄉鎮市（區）圖書館僅需購置電腦及相關連線設備，以專線

連結至文化中心之系統主機，將館藏及讀者資料輸入該系統，

集中管理，以便各縣市鄉鎮民眾能隨時掌握館藏動態並善加利

用。 

4. 文化中心之系統亦為一全球資訊站，連結 Internet 成為

Internet 之節點。文化中心需向臺灣學術網路（TANet）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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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轉教育部申請配發 IP Address，可申請 Class C 層次

(Internet 網址分為 Class A、B、C 三級，Class C 具 256 個

IP Address 可供分配)，文化中心再分配給鄉鎮市（區）圖書

館，各鄉鎮市（區）圖書館可透過文化中心上 Internet，由此

可組成該縣市的圖書館網。系統可結合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簡稱 WWW)與 Z39.50 等應用程式，提供便利、親切、無遠

弗屆的資訊檢索服務。 

5. 各鄉鎮市（區）圖書館之個人電腦等終端設備除可與文化中心

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連線作業外，亦安裝網際網路相關查詢軟

體與介面，可上 Internet，成為鄉鎮民進入全球資訊網之節

點，並可加裝 Z39.50 之 Client 端軟體，提供鄉鎮民更便捷的

資訊查詢環境。 

6. 各縣市文化中心應往上連結公共圖書館北、中、南三區域書目

資訊中心，成為各區域中心之支點，以便進行各區域資訊服務

之整合與合作。 

7. 北、中、南三區域書目中心再往上連結國家圖書館書目中心，

以便進行全國圖書資料之書目控制與合作編目等業務。 

8. 各縣市文化中心及鄉鎮市（區）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作業由文

化中心統籌規劃及管理。 

當前臺灣地區進行鄉鎮圖書館連結至文化中心之架構時，有所謂

「集中式架構」與「分散式架構」之區別。就電腦系統的處理方式而

言，「集中式系統」與「分散式系統」解釋上和實際圖書館館員所理

解的並不一致。所謂集中式電腦系統，一般所指應為資料庫管理系統

集中共用，資料檔案集中共用，傳統式的主機對終端的作業方式屬

之。而「分散式系統」則是將檔案資料或作業分散至從屬端之電腦，

分擔處理之作業。而讓圖書館從業人員混淆的是對「分散式系統」的

解釋，各鄉鎮如果有獨立作業的主機就視為分散式系統。實際上對電

腦系統而言，鄉鎮圖書館內獨立系統的架構仍然是集中式系統，因為

在鄉鎮圖書館內仍然是由單一伺服器去處理、貯存所有的資料，只是

系統處理作業規模較小，僅限於區域網路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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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過去所謂的分散式系統，就電腦系統的觀點而言是多個小型

而獨立的集中式系統同時存在的作業方式。因為不同鄉鎮間的系統，

互不相連而獨立作業。而就定義上而言，分散式系統應該是資料庫分

散貯存，資料分散處理在不同電腦上，主從架構的應用軟體均屬之。

所以就這樣的定義而言，文化局選擇以主從式架構系統來建立共用書

目資料庫的環境，就電腦系統架構而言，仍應稱為分散式系統，但就

管理作業而言則是集中管理的模式。(註23) 

在連線方式，各分館或鄉鎮圖書館以不同速率的專線連入指定的

中心，再由這個中心連向所屬的台灣學術網路區網中心或縣網中心進

入網際網路領域。傳統專線的運作方式在費用上與連線距離有關，距

離越遠費用越高，造成圖書館經營上相當大的負擔。虛擬私有網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簡稱 VPN)的運作方式基本上則是以透

過現有的公眾網路透過適當的軟體技術，模擬成私有網路運作方式目

的，除了可以節省通信經費外，透過虛擬私有網路建立區分服務及保

障網路服務品質(Quality of Service，簡稱 QoS)，可以補足現行網

際網路在通信控制上的缺失。(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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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相關標準 

目前圖書館自動化所採用的標準與資訊標準相比較，在數量上並

不多，不過在與其他資訊系統相結合或進行資訊交換日益頻繁之需求

下，圖書館自動化已無可避免地必須再依循更多的標準作業。以國內

圖書館進行圖書館自動化之作業時，亦有相關之規範可供依循，中國

圖書館學會於民國 83 年通過「中小型圖書館自動化整合暫行規範」

(註25)為例，規範中提出 ISO 2709、中國機讀編目格式、中文 CCCII

交換碼及 TCP/IP 網路協定等。在「各層級圖書館資訊系統規範修訂

報告書」中列有下列作業之標準及規範：(註26)(不含硬體之標準或

規範) 

1. 作業系統需符合 POSIX.1及 POSIX.2規範。 

2. 資料庫需符合 ANSI 標準之 SQL 介面。 

3. 網路通訊需符合 TCP/IP通訊協定規範。 

4. 網路服需能提供 Internet連線之 WWW、E-mail、FTP及 Telnet

等功能。 

5. Z39.49(1992) - Computerized book ordering. 

6. CNS 13945(民 87) - 電子訂購圖書格式。 

7. UN/EDIFACT - ORDERS。 

8. CNS 13226 - 機讀編目格式標準 (民 82 年 6月 25 日公布)。 

9. CNS 13148 - 中國書目資訊交換格式--磁帶部份(民 82 年 1

月 28 日公布)。 

10. ISO 2709(1996)-Documentation -- Format for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exchange. 

11. MARC 21 Format for Bibliographic Data. 
12. MARC 21 Format for Authority Data. 
13.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14.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第三、四版。 

15. 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 

16. 中文圖書標題表修訂版。 

17. CNS 13150(民 82) - 館際互借書目資料項目標準。 

18. CNS 13151(民 82) - 圖書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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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SO 2789(1991)-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International, Library Statistics. 

20. ANSI/NISO Z39.44(1986) - Serial holdings statements. 
21. ANSI/NISO Z39.57(1989) - Holdings statements for 

non-serial items. 

22. CNS 13225 - 期刊館藏著錄標準。 

23. CNS 13775 - 非期刊性質出版品館藏著錄標準。 

24. ANSI Z39.50(1995) - Information Retrieval (Z39.50): 
Application Service Definition and Protocol 

Specification. 

25. CNS 13461 - 開放系統互連之資訊檢索應用服務與協定。 

26. Profile for the Use of Z39.50 Item Order Extended 
Service To Transport ILL Protocol 

APDUs(Z39.50/ILLProfile1). 

27. Profile for the Use of Parameters From the ILL-Request 
APDU in Z39.50 Item Order (Z39.50/ILLProfile2). 

28. 字集字碼：CCCII、Big5及 UNICODE。 

此外還有以下相關標準： 

29. ISO ILL Protocol，包括： 

(1). ISO 10160:1997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 Interlibrary Loan 

Application Service Definition. 

(2). ISO 10161-1:1997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 Interlibrary Loan 

Application Protocol Specification - Part 1: 

Protocol Specification. 

(3). ISO 10161-2: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 Interlibrary Loan 

Application Protocol Specification - Part 2: PICS 

Proforma. 

30. ANSI/NISO Z39.71(1999) –  Holdings Statement for 

Bibliographic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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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NSI/NISO Z39.83(2002) –  Circulation Interchange Part 

1: Protocol (NCIP). 

32. MARC 21 Concise Format for Holding Data. 

以下就圖書館自動化跨系統作業可茲運用之標準予以說明及探

討。 

一、機讀編目格式及交換格式 

機讀編目格式(Machine-Readable Cataloging Format，簡稱 MARC)

為圖書館自動化處理書目資料廣泛使用的格式。機讀格式的產生源自

於 1965-1966 年間，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簡稱

LC)，為因應自動化而設計發展的實驗性計畫。目的是希望能將其卡

片目錄，轉換成機器可以閱讀的編目格式，儲存於電腦磁帶中，以便

印製成各種書目性書目資訊產品。例如 MARC I 的目的，即是研究既

有目錄的資料以機讀方式處理的可行性。(註27)1968 年 LC MARC 測

試成功之後，MARC 一詞遂成為圖書館技術服務的專有名詞。MARC 不

但是圖書館自動化作業書目建檔之方法，也成為推展圖書館各項自動

化的依據，特別是在書目記錄之交換，書目資訊之分享上，MARC 確

實發揮了書目控制的功能。(註28) 

就在美國圖書館界普遍使用美國機讀編目格式後，各國亦陸續設

計該國的機讀編目格式，如澳洲機讀編目格式(AUSMARC)、英國機讀

編目格式(UK MARC)等。基於書目資源共享的考量下，促使各國建立

的書目資料能互通有無，國際機讀編目格式(Universal Machine 

Readable Cataloging，簡稱 UNIMARC)遂孕育而生。其主要目的，是

設立一項共通的機讀編目格式與架構，供各國在設計機讀編目格式的

參考。如此，各國的機讀編目格式及其書目資料，即可以此作為不同

機讀編目格式間轉換的共通介面。(註29) 

機讀編目格式設計之目的，是為了讓建立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

資料，能夠依照機讀編目格式所規定的格式，輸出該系統的資料，而

另一系統則能依機讀編目格式的規定，將某一圖書館系統的資料順利

地轉入，以便作為其他方面的應用(註30)，此即交換格式。若書目及

著者記錄若能轉換成機讀格式，第二層次的標準化―以機讀格式記錄

資料之格式及指引―才得以有效地應用及交換。(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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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格式作為不同系統間交換的一般性結構和基本架構之標

準，目前之標準為 ISO 2709(1981) – Documentation – Format for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on magnetic tape，以及

CNS 13148 – 中國書目資訊交換格式 – 磁帶部份。(註32)以中國機

讀編目格式之交換格式之結構包括：記錄標示、指引、書目資料登錄

欄及記錄分隔(註33)，接連而成的連續資料。其分欄識別、欄間符號、

記錄分隔採 ISO 646 符號集之規定，為 IS1、IS2、IS3，以十六進位

值分別為 1F、1E、1D，資料之最後一欄亦須加上欄間符號 1E，其後

再加上記錄分隔符號 1D。(註34)茲就中國機讀編目格式以 ISO 2709

轉出之格式如圖 2.12所示。 

 

圖 2.12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之 ISO 2709 交換格式 

資料來源：國立臺中圖書館書目資料庫。 

ISO 2709 交換格式並不適於人工辨識，而且格式較複雜，除圖

書館自動化系統外，其他資訊系統不易解讀，近年來已有以「可擴展

標記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簡稱 XML)之「文件類型

定義」(Document Type Definition，簡稱 DTD)格式取代之看法，並

藉由 XML格式來交換書目記錄。例如美國國會圖書館即積極制訂 MARC 

DTD 及轉換格式，以及 MARC Bibliographic/Holdings/Community 

Information Record XML DTD。(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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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機讀編目格式自民國七十年編訂以來，廣為國內各圖書館採

用，其中國立中央圖書館(現為國家圖書館)自建立自動化系統之後，

中西文編目皆以 C-MARC 建檔，國內廠商開發之自動化系統亦多跟

進。(註36)因此國內公共圖書館所建立之書目記錄已經大部份可以進

行轉錄及交換，可以節省編目的時間及精力。 

二、機讀館藏格式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在做跨系統的資料交換時，館藏紀錄因為格式

的不一致，往往造成最重要的館藏資料無法正常呈現於其他異質系

統。中國機讀編目格式雖然有欄位 805 用來記錄該筆書目紀錄的館藏

資料，但能夠使用的分欄內容相當不足，無法呈現完整的館藏資訊。

因此大部分的系統對館藏資料的處理，多採用自訂的館藏欄位格式，

以致館藏資料只能在同一系統的 OPAC 中呈現足夠的訊息，或者同質

系統在進行跨系統 Z39.50 檢索時，在 MARC上以自訂的欄位註記、解

析，若是異質系統，因自訂欄位的方式不一，則無法順利解析並呈現

館藏資料。 

有鑒於此，因此 MARC 21 在制訂時，將館藏格式列為其中一種形

式。MARC 21 的機讀編目格式共分為五種形式，分別為書目格式

(Bibliographic)、權威格式(Authority)、館藏格式(Holding)、分

類格式(Classification)及社區資源格式(Community)。(註37)其中

的館藏格式名為 MARC 21 Concise Format for Holding Data，簡稱

MFHD，以機讀格式定義館藏資料內容，一些在跨系統檢索需要呈現的

資訊，均在此一格式規範，例如：館藏狀態備註(Action Note)(tag 

583)、館藏代碼(Holdings coded data values)(tag 841)、館藏單

位名稱(Name of Unit)(tag 844)、館藏借閱政策與重製政策(Terms 

governing use and reproduction note)(tag 845)，另外也包括期

刊收錄的起訖卷期(tag 853/863)等資訊。 

因此中國機讀編目格式可依照 MARC 21 配合 MFHD 所訂定的格式

加以修訂，機讀館藏格式可具有以下功用：(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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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便於圖書館系統轉換。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轉換作業，舊系統的館藏資料若要

轉入新系統，以書目格式中的館藏欄位無法提供足夠的資

訊，因此必須在轉換系統時，先針對新舊系統的館藏紀錄結

構異同進行系統分析，並且在資料轉入新系統後，再次做館

藏資料的驗證作業。若使用 MFHD 做館藏資料編目，可以在

系統轉換時將館藏資料以 ISO 2709格式轉出並轉入新系統。 

2. 便於圖書館館際之間進行館藏交換與利用。 

跨系統檢索時，可以呈現完整的館藏訊息及狀態，有利

於館際互借與館際合作的進行。 

3. 可利用 WebPAC呈現該圖書館的館藏摘要。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若支援MFHD格式，當系統使用WebPAC

進行 Z39.50檢索時，可以透過 Z39.50 之連結語法傳送館藏

資料，改善 Z39.50 只能顯示書目紀錄，無法完整顯示館藏

資料的問題。 

4. 可以透過 MFHD之連續性出版品之欄位(例如 853/863)做為期

刊模組推刊之依據。 

利用 MFHD tag 853 與 863 互相配合可以提供彈性的期

刊出刊預估表。並可利用分欄指定連續性出版品之卷期是否

連續，以及可指定出刊月份、期數合併等訊息。 

5. 編目格式與現行作業相似。 

MFHD之格式與館員熟悉的機讀編目格式相近，機讀格式

的結構也相似，易於館員利用，而且也不受系統更換的影響。 

6. 館員可自行定義編目之層次。 

依據 1999 年公佈的 Z39.71 館藏標準 (Holdings 

Statement for Bibliographic items)中所定義館藏資料描

述層次，計有四種層次，館員可以在使用 MFHD 編目時自行

設定館藏層次。 

7. 可記錄館藏之訂購狀態與到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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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記錄館藏之出納政策 

9. 可記錄館藏之著作權訊息、重製政策與內部及公共檢索備註 

10. 可記錄電子資源與取得連結，提供圖書館管理實體與虛擬館

藏 

11. 期刊著錄完全依據國際標準著錄，可配合 OpenURL語法做深

度連結 

12. 可自動隨著期刊驗收作業更新館藏摘要段(tag 866-868) 

13. 可自行定義 WebPAC 顯示欄位與格式 

14. 自動由書目紀錄中產生館藏之分類號與作者號 

為簡化編目作業，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可將書目紀錄中相

關的欄位內容自動帶入館藏欄位中，例如分類號、作者號

等，並且可以隨書目紀錄的更動而自動更改。 

三、中文字集字碼 

 (一)、大五碼(Big-5)及大五碼補充字集(Big-5E) 

Big-5 碼為臺灣地區電腦中文環境通用的字碼。此碼係由 CNS 

11643-1986 衍生出來的二位元組碼，字組則以通用碼的 13,053 字為

準，因其中兩對重複字，實際上只有 13,051 字。(註39)「Big-5E」

為 BIG-5碼補充字集(BIG-5 Extension Character Set，簡稱 BIG-5E

字集)，此字集係以 CSN 為藍本，共增編標準字集 4670個字符與推薦

字集 3250 個字符。(註40) 

目前 BIG-5 碼仍有不少缺點：(1).字集過小，不夠中國人日常生

所需，使用者常得自行造字；(2).使用者造字區無人管理，任憑各人

自行造字，資訊無法交流；(3).字碼空間太小，無發展擴充之可能。

(註41) 

(二)、中文資訊交換碼(CCCII) 

中文資訊交換碼的英文名為 Chinese Character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簡稱 CCCII。由國字整理小組自民國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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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開始編修。CCCII 採 ISO 2022 三位元組擴展方式，每位元組七

位元，編碼結構共有 94 面，每面 94 段，每段 94 個編碼位置。此外

還進一步將 94 面劃分成 16 層，其中第 1 到第 15 層為每層 6 面，而

第16層則僅有4面(見圖2.13、圖2.14)。(註42)因此CCCII有830,534

個編碼空間，足夠容納所有中文字。CCCII現有 353個符號，26個控

制字符及 53,940 個中文字及日韓漢字。 

第九十四面

面

段

位

B 3 B 2 B 1

 

圖 2.13 中文資訊交換碼的三度空間 

資料來源：黃大一，中文字碼：萬碼奔騰，一馬當先，第二版 (臺北市：永麒科技，民

81)，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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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中文資訊交換碼的十六層 

資料來源：黃大一，中文字碼：萬碼奔騰，一馬當先，第二版 (臺北市：永麒科技，民

81)，頁 93。 

其特點是將中文的正異體字關係用碼的位置表示出來，譬如大陸

用的簡體字字碼比正體字字碼在第一位元組碼值多 6，而其餘第二、

第三位元組的碼值完全相同，其他的異體字也有和正體字有位置關係

(見圖 2.15)。(註43)因此若資訊系統採用 CCCII 碼，無須自行編寫

繁簡字碼的對照表，即可利用 CCCII碼的對照位置關係進行轉換。另

外為了方便電腦上的文字處理，又編製了「中國文字資料庫」(Chinese 

Character Database，簡稱 CCDB)，其中列出每個字屬性如部首、筆

畫、讀音，以及各種對應和輸入碼。(註44)因此系統亦可運用 CCDB

的資源設計相關功能，例如字碼與羅馬拼音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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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第五層

正體字

簡體字

異體字

異體字

異體字

21316C

27316C

2D316C

33316C

39316C

 

圖 2.15 中文資訊交換碼正異體字的編碼關係 

資料來源：黃大一，中文字碼：萬碼奔騰，一馬當先，第二版 (臺北市：永麒科技，民

81)，頁 97。 

綜合 CCCII 之優缺點主要有：(註45) 

1. 編碼空間大，蒐集中文字最多。 

2. 收列的字經過文字學家核驗，都是有根據的字。 

3. 將正體字及異體字的關係藉碼址表示出，方便異體字的檢

索。 

4. 編碼時正異體字的觀念不明確，以致正體字也作異體字，造

成一字多碼的情況達萬餘碼，使用時明困擾。 

5. 與使用者和系統實作者無適當的溝通或回饋機制，以致於若

干錯誤及缺字情況不易迅速得到補救。 

6. 使用者少，因而系統價格高，服務品質欠理想。 

(三)、ISO 10646 / Unicode 

為解決不同國家間電腦字元資訊交換的困難，自 1984 年起，國

際標準組織 ISO與國際電工聯盟 IEC合組的 SC2/WG2工作小組，草擬

提出 ISO 10646標準草案，就是想集結全球通用的字符集，成為一個

大聯集，以滿足各國資訊交換的需求。另外一個組織 Unicode 

Consortium 也設計提出廣用碼(Universal Code，簡稱 Unicode，亦

有人稱「統一碼」)。這兩個組織的工作最後匯合產生 ISO 10646 / 

Unicode標準，提供全球語言文字與符號之表示、傳送、交換、處理、

儲存、輸入和顯示的共同編碼標準。(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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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ISO 10646-1 版本，此標準定名為 Universal Multiple 

Octet Coded Character Set(廣用多八位元組編碼字元集，簡稱

UCS)，其編碼架構為四個八位元組，共組成 128 個群(Group)，每一

個群有 256 個字面(Plane)，每一字面有 256×256=65,536 個編碼空

間，其中第 0 群的第 0 個字面為基本多語文字(Basic Multilingual 

Plane，簡稱 BMP)。在使用上，在 BMP 上的字集，只要使用兩個八位

元組的編碼架構即可。(註47) 

國內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對於系統所使用的中文內碼，中、大型系

統以 CCCII 碼居多，小型系統則以 Big-5 碼為主，並且已有若干國外

引進之系統採用 Unicode，例如淡江大學圖書館之 Virtua 系統(註

48)。圖書館因蒐集各種圖書資料，在書目建檔及建置資料庫時，需

要一個大型字集字碼始能滿足資料庫建置的需求。既使是一般性質的

公共圖書館，雖然館藏資料不如大型學術圖書館般廣泛深入，但也很

難預料所收藏的圖書資料中沒有罕用字或異體字出現，另外以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流通作業之讀者檔，所收錄的讀者姓名用字，可能碰到的

字碼不足問題，不亞於戶政機關之戶政系統。因此字集字碼不足，應

該是不分圖書館規模大小都必須面對的問題。(註49) 

字集對系統的影響有三個層面：伺服端(server)、使用端(client)

及瀏覽器端(browser)。伺服端的字集直接影響資料的儲存與顯示；

使用端供館員建置資料；瀏覽器端關讀者連線後與系統的互動與資料

的顯示，以三者一致最為理想，但現實難以如願。(註50) 

在 2000年之 Unicode 3.0中所定義的字元有 49,194 個，其中統

一漢字子集包含 27,484 個表意文字。(註51)未來在第二字面已定為

輔助漢字區，將會有「中日韓擴充 B」三萬多字納入，所以漢字總數

將有五萬五千字左右(註52)，而且還有很大的擴充空間。因此 Unicode

所定義的中文字已逐漸能滿足圖書館自動化處理字碼之所需，未來圖

書館自動化若欲直接與通用的資訊字碼環境接軌，使用 Unicode已經

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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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放系統互連資訊檢索應用協定―Z39.50 

Z39.50 是美國圖書館界為實踐「連結系統計畫」(Linking System 

Project，簡稱 LSP)而訂定的標準之一，該計畫以 OSI為基礎架構，

發展一系列的協定，稱為「連結系統協定」 (Linking System 

Protocol，也稱為 LSP)。(註53) Z39.50 為美國的國家標準，它定義

電腦與電腦間資訊檢索的協定。此協定由美國的「國家資訊標準組織」

(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 NISO)所制定，

第一版於 1988 年提出，第二版於 1992 年提出(Z39.50-1992)，目前

為 1995 年完成的第三版(Z39.50-1995)。從第二版開始，Z39.50 即

與 ISO 10162, 10163 協定相容，ISO 10162 與 10163 定義資訊查尋

與檢索(Search and Retrieve, SR)協定，而 Z39.50 另外再加入若干

定義，以滿足資訊服務業界的要求。(註54) 

Z39.50 之目的乃在定義客戶端(Client)與伺服端(Server)間資

料庫查詢與檢索之服務及語法，以便能以一套標準方式存取各種異質

資源。 (註 55 )簡單地說，也就是在解決各系統間互通性

(interoperability)的一個資訊檢索協定。(註56) 

(一)、Z39.50在圖書館之應用 

Z39.50 在圖書館界的應用層主要包括下列八項工作：(註57) 

1. 圖書館線上目錄的整合查詢 

許多圖書館的 OPACs 系統大都具備 Z39.50 功能，使用者只

要透過一個介面即可檢索世界上主要圖書館的目錄或是本地端

的圖書館目錄，此為 Z39.50 系統最基本的功能。 

2. 抄錄編目 

編目人員透過 Z39.50 軟體可同時檢索多個書目資料庫，並

以 ISO 2709格式下載書目記錄，轉錄入本地端的書目資料庫。 

3. 建立虛擬聯合目錄 

使用 Z39.50 可將分散在各館的書目資料庫整合查詢及顯

示，不用改變各系統原有的作業程序，所以這種機制又稱為「虛

擬聯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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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館際互借 

使用者藉由即時的查詢，得知各館的館藏及流通狀態，並隨

即轉到館際互借介面，提出館際互借請求，不用重覆輸入資料。 

5. 光碟檢索 

使用 Z39.50 可以讓使用者以單一檢索畫面同時檢索數個資

料庫，無須學習不同的使用者介面。 

6. 資訊選粹服務 

Z39.50-1995 第三版提供使用者儲存檢索結果、重複使用檢

索策略之功能，圖書館可利用此功能提供自動化的資訊選粹服

務。使用者可建立資訊選粹服務的興趣檔(SDI profile)，也可

以設定自動查詢之週期，讓 Z39.50 系統定期查詢各資料庫，並

將查詢結果以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自動傳回。 

7. 商業資料庫 

目前許多商業資訊服務系統，如 Dialog、Lexis Nexis、First 

Search 等都已支援 Z39.50 檢索功能。 

8. 資料庫更新 

使用 Z39.50之「延伸服務」可做到遠端資料庫更新的目的。 

(二)、Z39.50在資訊檢索應用問題 

Z39.50 在圖書館檢索的使用上也有若干問題在此提出探討：(註

58) 

1. 書目館藏資料的傳輸問題。 

傳送館藏位置及館藏資料的方法，一是用機讀編目格式之館

藏記錄(MARC holdings record)來傳送；二是 Z39.50 線上公用

目錄記錄(OPAC Record)，目前尚無一致的作法，甚至連在 MARC

中的欄位使用方式也不一致。因此也就不可能辨識館藏目前是

「在架上」、「借出」或「訂購中」。(註59) 

2. 廠商所支援的屬性集不一致。 

3. 整合查詢書目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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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整合查詢多個系統時，使用者會得到很多重複的書目

資料，而 Client 端軟體無法比對查詢結果。 

4. 無法連結至各系統讀者的流通記錄。 

5. 中文碼處理。 

中文字碼的問題同時存在於 Client 端及 Server 軟體，尤其

由國外引進的系統，其 Z39.50 Server 程式都必須經過如 OPAC

一樣的處理流通，對中文碼做適當的處理及轉換(Big-5 碼與

CCCII碼的轉換)，才能正確地查詢及顯示。(註60) 

美國國家資訊標準組織 (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 

Organization，簡稱 NISO)為了促進 Z39.50 在圖書館的應用層面，

開始制訂 Z39.50 Profile。例如界定館藏資訊交換之 profile，即是

一個建立虛擬州際書目及其他資源分享協議的關鍵要件。(註61) 

五、館際互借 

圖書館之間欲透過資訊系統進行館際互借或互印作業時，若各館

處理館際互借之資訊系統為異質系統，則必須透過館際互借之標準，

予以規範系統之間進行所傳輸的元件，以便各館的系統接受這些元

件，予以處理館際互借或互印之作業。 

Z39.63「館際互借資料元件」(Interlibrary Loan Data Elements)

定義資料元件使用在傳送圖書館資料於借閱或影印之需求，其目的在

提供明確的館藏需求確認，回覆此一需求給需求單位和借出單位。此

標準適用於需求與回覆的傳送，無論透過種何傳輸媒體。此標準將成

為圖書館自動化館際互借模組發展的關鍵。(註62) 

另外 Z39.83「流通訊息交換協定」(Circulation Interchange 

Part 1: Protocol，簡稱 NCIP)也於 2002 年制定完成。Z39.83 在各

自獨立的圖書館系統之間，界定各種流通交易訊息的需求，例如讀者

與館藏交易訊息的更新、預約功能、外借、續借及還書等。並且支援

印刷品及電子資源的流通作業，協助讀者直接借閱、遠端讀者認證、

線上付款及控制連結電子文件的機制。以往流通資訊的交換只能在同

質系統中運作，或在不同系統間提供有限的跨平台功能。現今，由於

以 Web為主的圖書館服務快速進展，以及圖書館之間資源分享數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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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因此需要有更高層次的跨平台作業。Z39.83 即實現此一跨平

台作業的需求，Z39.83 提供開放的標準做為流通資訊的交換。系統

若採用此標準，將可以交換有關圖書館讀者、館藏借閱、館藏擁有單

位，以及這三種實體(entities)有關的資訊。(註63)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管理書目館藏資料，因此非常適合擴充館際互

借相關功能，一併納入圖書館自動化之功能之中，藉由所規範的標準

元件與本館或他館的系統配合，協助館員處理館際互借、互印之作業。 

六、讀者記錄 

不同圖書館自動化之間所交換的資料，除了以書目記錄為主外，

在實務上亦常有讀者資料交換之需求。一切系統廠商會配合圖書館的

需求，以資料庫或擷取文字檔的方式，撰寫轉檔程式，從其他系統轉

入讀者資料。但若讀者資料來源之系統眾多，則轉檔作業將變成非常

複雜且高成本。 

Z39.69「讀者記錄資料元件」(Patron Record Data Element)

定義資料元件給圖書館系統的讀者記錄，以協助轉換到未來的系統，

或者協助連結到有相互借書協議的圖書館。(註64)如此可以減少浪費

人力去重覆建置讀者記錄或撰寫轉檔程式。 

七、條碼 

當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進行館際互借或進一步的跨系統整合時，條

碼格式的一致性，影響系統辨識不同圖書館之讀者及館藏的正確性。

在美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最常使用的條碼為 14 碼的格式，其架構如

下：(註65) 

位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定義： 類型 機構 各類型之流水號 檢查碼 

型式： 數字 識別碼 數字 數字 

類型：1位數字，區分此條碼所代表的資料類型，例如：2代碼讀

者，3代表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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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4個位數，為唯一的識別碼，用以區分不同的圖書館。有些

圖書館引用 OCLC的「名稱位址控制碼」(Name Address Control 

Number，簡稱 NACN)，或直接用圖書館電話號碼的前 4碼。 

各類型之流水號：以 8 位數字呈現讀者或館藏的流水號，從

00000001到 99999999。 

檢查碼：根據第 1到第 13位數，以 modulus-10 type-1計算檢查

碼。 

以機構代碼為例，美國緬因州部分圖書館的代碼如表 2.1 所示： 

表 2.1 美國緬因州部分圖書館代碼 

Library Identification 

Graves Memorial Library MEW8 

Auburn Public Library 0129 

Camden Public Library 1896 

Norway Public Library 4268 

Maine State Library 5081 

資料來源：Doreen Bartlett, “Maine Barcode Symbols List,” 11 Jul 2002, 
http://www.state.me.us/msl/barcodes.htm (2003/4/6). 

而國立臺中圖書館在仍為省立臺中圖書館開始使用圖書館自動

化系統後，也就此 14 碼條碼格式之圖書館代碼擬訂出一套代碼配給

方式，提供給欲採用 14 碼的圖書館參考，部分縣市公共圖書館在更

換或規劃全縣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時，會向國立臺中圖書館徵詢並分

配一組代碼使用，茲整理如下： 

表 2.2 國立臺中圖書館分配圖書館代碼一覽表 

圖書館 代碼 

國立臺中圖書館 1120 

國立臺中圖書館黎明分館 1121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1200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1201 

彰化縣文化局(圖書館)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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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1203 

臺南市立圖書館 1204 

連江縣立文化中心 1205 

屏東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1206 

苗栗縣文化局(圖書館) 1207 

金門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1208 

南投縣鄉鎮圖書館 1350-1399 

臺中縣鄉鎮圖書館 1400-1449 

彰化縣鄉鎮圖書館 1450-1499 

臺南市立圖書館分館 1500-1519 

連江縣立文化中心分館 1520-1525 

屏東縣鄉鎮圖書館 1526-1575 

苗栗縣鄉鎮圖書館 1576-1625 

金門縣鄉鎮圖書館 1626-1635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資料中心 2900 

國立臺灣美術館資料中心 2910 

內政部中部兒童之家圖書館 2920 

臺中縣清水國小圖書館 6000 

資料來源：國立臺中圖書館，「圖書館代號編號方式參考表」，國立臺中圖書館內部文件。 

上述所論及的條碼均為「一維條碼」，一般只能儲存 15 個文數

字，因此須有網路或資料庫配合方有作用。(註66)而自 1990 年初期

開始被廣泛應用的「二維條碼」(2-Dimensional Bar-code)，則可以

記錄較多的資料。表 2.3為二維條碼與一維條碼之不同處： 

表 2.3 「二維條碼」與「一維條碼」之比較 

 二維條碼 一維條碼 

儲存量 1100 文數字 10-25 文數字 

可否存中文 可存中文資料 不能存中文資料 

安全性 
可在編碼及解碼時加上密

碼，增加資料流通之安全性
安全性較差，肉眼可辦出 

傳真性 可影印傳真，節省費用 無法讀出條碼內容 

追蹤性 

可攜帶資料量大之特性，利

用條碼本身內容傳遞，易追

蹤產品流向 
須有資料庫連線方能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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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維條碼 一維條碼 

抗損性 

使用「錯誤糾正碼」之技

術，可使磨損率達 50%之

條碼正確讀出內容 
若有破損即無法判讀 

備援性 備援技術強 無備援功能 

圖例 

  

資料來源：黃信捷，「電子資料交換 EDI 在圖書出版與圖書館編目自動化之應用―以『二維條

碼』之應用談起」，圖書館管理學報 2 期(民 85 年 6 月)：77。 

黃慶祥，「二維條碼：節省資料重覆登的最佳工具」，2003，

http://www.gss.com.tw/eis/12/2d.htm (2003/6/28)。 

二維條碼由於可以記錄較多資料，可以廣泛應用於圖書館相關作

業，如黃慶祥提出應用於預行編目(CIP)作業，而黃信捷也提出將書

目紀錄儲存於二維條碼中(註67)。圖書館採購圖書資料進行編目作業

時，無須連結至 NBINet 下載書目紀錄，可使用二維條碼閱讀機，讀

取印在圖書上面 ISO 2709 書目交換格式之二維條碼，再上載轉入圖

書館自動化系統之書目資料庫，即可以完成書目初步之編目作業。同

樣的二維條碼亦可以用來儲存讀者紀錄，當讀者至其他未連線的自動

化系統借閱館藏資料時，可以讀取借閱證上儲存讀者紀錄之二維條

碼，直接轉至自動化系統上之讀者資料庫，減少建檔作業。不過先決

條件，必須有標準的著錄與交換格式，才能廣泛應用圖書館館際之間

的離線交換資料作業。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欲進行跨系統作業之整合時，若各系統對標準

的支援程度高，則可以減少整合作業之困難，並且可以藉由標準以達

到共同作業之一致性與標準化。不過標準有時無法規範到所有的作

業，以致各系統在標準之內，又各自發展不同的處理方式，造成跨系

統間處理資料之差異。例如具有 Z39.50 標準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對館藏資料的處理方式不一，以致進行跨系統查詢時，異質系統之館

藏不一定能正常顯示。此為在進行系統支援標準之檢核時，必須要注

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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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內外圖書館合作模式之趨勢 

由於資訊系統軟硬體功能的增強，以及網路連結的普遍，美國從

1978 年開始，即有數個公共圖書館開始分享自動化的流通系統，在

不到十年的時間，已有數百個分別位於伊利諾州、康乃迪克州、密西

根州等開始安裝分享式的系統。大學圖書館到 1980 年中葉也開始以

聯盟的方式進行系統分享作業。(註68)本節探討國內外運用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或其他資訊系統，達成館際合作之模式。 

一、OhioLINK 

OhioLINK工程的建設始于 1986年，由於該州大學圖書館經費及

庫存空間的嚴重短缺，州政府要求督導州內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的俄亥

俄州大學董事會(Ohio Board of Regents)進行調查研究，提出解決

之道。(註69)於是該董事會指定一個特選的小組委員會，經過一年的

研究後，發表一份報告―「俄亥俄州學術圖書館：合作、儲存與科技

的 發 展 」 (Academic Libraries in Ohio: Progress Through 

Collaboration, Storage, and Technology)，提出的建議有：(註70) 

1. 儘速建立全州電子目錄系統，包括將仍存留之卡片式目錄回

溯轉換成機讀目錄格式。 

2. 發展及建立一套全州各參與圖書館的資料傳遞系統。 

3. 規劃合作保存計畫。 

為了回應這個建議，董事會召集一個由俄亥俄州各校園的圖書館

員、職員、管理人員及電腦系統管理者，組成的推動委員會。在經過

無數會議、公聽會及研討會後，推動委員會完成了規畫報告(1988 年

11 月)、「資訊需求」(Request for Information)(1989 年 2 月)，

以及「需求書」(Request for Proposal)(1989 年 2 月)，開始建置

全州性的電子系統。(註71) 

根據所規畫的需求，1990 年 OhioLINK 選擇了 Innovative 

Interfaces Inc.(簡稱 III)所開發之 INNOPAC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硬體採用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簡稱 DEC，現已被 Compaq

併購)所生產之主機，做為其集中式書目資料庫的主要系統；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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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另外購置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簡稱 UMI)，

UMI 等包括商業、報紙、期刊文獻及博碩士論文等資料庫之使用權。

1992年有 6 所大學安裝 OhioLINK系統開始建置集中式書目資料庫，

1996 年 2月開始透過 WWW提供服務。(註72) 

過去幾年間，除了很受歡迎並且使用率高的館際借閱服務外，

OhioLINK 也推出其他的合作項目來擴展電子資源的分享，並且開創

其他服務，茲舉其犖犖者如下：(註73) 

1. 採購多種高度需求的電子書目資料庫及全文資料庫。 
2. 增加全文電子資料庫的數量，特別是電子期刊。 
3. 以聯盟採購的力量與出版商協商，取得較大的折扣和達成有

利的使用權協議。 
4. 採用一個全州選購圖書的計畫 (a statewide approval plan)，避免

各館採購不必要的複本。 
5. 擴大線上館際借閱資料的範圍，從圖書到其他可外借的資料

類型，例如微縮資料、錄影帶及 CD。 
6. 發展一套較完整的檢索引擎，使易於同時檢索多種資料庫。 
7. 成立電子期刊中心 (Electronic Journal Center)，管理日益增加

的電子期刊。 
8. 在俄亥俄州高速電腦中心 (Ohio Supercomputer Center) 成立

一個可擴展儲存空間的數位媒體中心 (Digital Media Center)，
供各會員圖書館儲存他們所開發的電子館藏、及其他非營利

機構或商業公司開發的電子資源。 
9. 改善校外遠距檢索 OhioLINK 資源的品質。 

截至 2000 年 3 月止，OhioLINK所提供的服務成果如下：(註74) 

1. 連線館：79 所 (17 所公立大學，23 所社區/技術大學，38

所私立大學，以及俄亥俄州立圖書館)。 

2. 書目資料庫： 

(1)、 集中式書目主檔單一記錄：超過 7百萬筆。 

(2)、 館藏記錄：超過 3千 1 佰萬筆。 

(3)、 可同時上線檢索書目資料庫人數：4,500個使用者。 

3. 館際互借： 

(1)、 可於集中式書目資料庫中查詢，直接提出借閱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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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館館藏遞送服務天數：2天。 

4. 研究資料庫： 

(1)、 98 個資料庫 (摘要、電子全文資源：線上百科、字典、

文學作品及期刊文獻)。 

(2)、 每年下載(一般)文獻數量：超過 1百萬筆。 

(3)、 每年下載研究文獻資料數量：超過 70 萬筆。 

(4)、 每年新增研究文獻資料數量：1 百 30萬筆。 

5. 多媒體資料： 

(1)、 成立數位媒體中心(Digital Media Center, 簡稱 DMC)。 

(2)、 提供北美博物館收藏品之藝術及建築影像資料近 4 萬

筆。 

(3)、 未來將提供聲音、視訊資料。 

6. 整合式網站： 

(1)、 將 各 項 服 務 集 中 以 WWW 呈 現 ， 網 址 ：

http://www.ohiolink.edu。 

(2)、 網站內容將 OhioLINK 服務規劃為六部份：研究資料庫

(research databases) 、 全 文 服 務 (full text 

services)、書目 (catalogs)、數位媒體 (digital 

media)、網際網路服務(Internet services)、成員

(members)。 

OhioLINK 書目資料庫之建置、管理作業採用 INNOPAC 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其基本架構為各連線合作館擁有本身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local system)，並將書目館藏記錄上傳至中心系統(central system)

中。不過不論是各館的 local system或是 central system 都採用同

一系統，亦即 INNOPAC 系統。原本參與初期計畫的 17 所大學院校使

用 9 種不同的系統，在參加 OhioLINK 計畫後，全都改用 INNOPAC 系

統。(註75)因此 OhioLINK 之書目資料庫管理，中心系統與各連線合

作館的區域系統原則上採用同質性系統，提供書目檢索、各館館藏現

況顯示及館際互借等作業。 

使用者查詢書目館藏資料，可以由 OhioLINK 書目中心或各館之

線上目錄查詢，書目中心系統可以顯示書目所屬館藏及現況(在架

上、已借出或預約)，並且可以線上提出館際互借需求(見圖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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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書目中心查詢結果畫面 

資料來源：“OhioLINK Central Catalog,” http://olc1.ohiolink.edu/search/ (2001/5/6). 

若透過連線合作館本身的 OPAC 查詢，其結果顯示會多出一項選

項，點選後系統直接以原來的檢索需求查詢書目中心，並顯示所有連

線館的館藏資料(見圖 2.17)。 

各連線合作
館館藏及現
況 

進行館藏互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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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書目中心系統與連線館系統訊息交換圖 

資料來源：“OhioLINK Central Catalog,” http://olc1.ohiolink.edu/search/ (2001/5/6). 

未來 OhioLINK可以就以下幾項繼續發展： 

1. 進一步整合書目資料庫、研究資料庫、Internet 及其他資料，

使查詢一次即可跨各種不同之資料庫進行檢索。 

2. 對應期刊、報紙資料庫與實際館藏、流通記錄及全文資料的

連結。(註76) 

3. 加強、協調及領導更多數位化計畫。(註77) 

4. 持續發展資訊檢索相關標準，例如 Z39.50(開放系統互連資

訊檢索應用協定)、Z39.70(流通交換格式)。目前同質系統間

由連線館連結至

OhioLINK 中心 

顯示所有連線館館藏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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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藉由系統本身功能來達成一些目標，但為了與其他非同質

系統溝通，仍應發展應用各項標準。 

5. 促進與其他圖書資訊系統之合作交流。 

6. 藉由集中式書目中心控制，可進行合作館藏發展。 

OhioLINK 的成功，在於系統的單純化(均採用 INNOPAC 系統)，

以便發展完善的館際互借等相關系統功能，而快速的資料遞送服務，

使圖書館真正能達到提供完整的服務給讀者使用。而增加為數不少的

電子資料庫，使 OhioLINK更提升資訊服務的能力。 

二、ILLINET 

伊利諾圖書館電腦系統組織(The Illinois Library Computer 

Systems Organization，簡稱 ILCSO)是由 44個伊利諾州圖書館組成

的一個聯盟，合作分享檢索其資源，共同在分享的圖書館電腦系統上

作業，並合作購買多種電子資源。ILLINET Online 是 ILCSO 圖書館

館藏的聯合目錄。ILLINET Online 資料庫目前超過 7,000,000 筆書

目，以及超過 21,000,000 筆館藏。讀者只要有 ILCSO 圖書館之一的

帳號，即可從任何 ILCSO圖書館中借閱所需之資料。(註78) 

在伊利諾州，有賴於州議會及最高教育當局的支持，由數個以公

私立大學圖書館為主，所共同組成以加強圖書館經營、典藏與服務的

聯盟。(註79)ILLINET Online 系統的關鍵要素為書目記錄、由成員

致力維護、發展的權威記錄，以及流通系統。ILLINET Online 書目

記錄不僅包含 ILCSO 圖書館的記錄，也有其他伊利諾州圖書館參加

OCLC 編目系統的書目記錄。在聯合資料庫中只儲存唯一的一筆書目

記錄，其他額外的館藏則以機構代碼加在館藏記錄中。當然只有加入

ILCSO 的會員圖書館才能在 ILLINET Online 中使用線上編目及流通

系統。(註80) 

透過 ILCSO 借閱及歸還是此系統不可或缺的功能，ILCSO 會員圖

書館的讀者可以輕易地透過此一自動化系統組織借到所要借的館

藏，只要這些館藏資料是這些會員圖書館所擁有。現今大部份網路上

讀者所面臨的問題是，即使從網路上找到想要借的圖書資料，卻無法

順利借到。不過利用這套全州性的圖書館系統，讓讀者可以隨時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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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個 ILCSO 會員圖書館辦理借閱手續，唯一的問題是讀者無法馬上

拿到實體的館藏，大約要 3至 5 天才能遠端取得所要借閱的資料。為

了遞送遠端借閱的館藏資料，透過「跨系統傳遞服務」(Intersystems 

Delivery Services，簡稱 ILDS)來完成此項工作。此系統由 6 部載

運車輛每天在 6處據點沿著固定巡迴路線傳送館藏資料。長距離之遞

送則透過北方航空包裹系統分階段傳送，每一包裹會註明發送點及目

的地。ILDS 是由州政府所支持的系統，運送工具及員工經費則由教

育當局支應。(註81) 

除了圖書館編目、借閱服務外，ILLINET Online 亦提供多種電

子資源。「伊利諾州書目資訊服務」(The Illinois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簡稱 IBIS)是從許多資料庫出版商為 ILCSO

會員圖書館的讀者提供資料庫的檢索服務。資料庫依聯盟方式授權，

為聯盟集中式作業，並在一般檢索系統上提供兩種使用者界面。(註

82) 

ILLINET系統幾經更替，1995年 1月伊利諾州採用 Data Research 

Associates (DRA)系統，成為第二代 ILLINET Online 系統，具彈性、

可擴充性、易操作及線上整合性圖書館系統，提供伊利諾大學、伊利

諾州立圖書館，以及 40 所以上圖書館參與 ILCSO，以供教職員、學

生及其他讀者使用。該系統於 1998 年取代舊有系統，用來處理書目

資料庫、OPAC、檢索電子資源、流通、館際互借與文件傳遞等作業。

而 ILLINET 之所以成功，在於由上而下的政策配合及經費支應，並且

也設置 ILCSO 辦公室，用來處理 ILLINET Online 相關行政事宜。(註

83) 

2002 年 7 月 ILLINET Online 再度更新版本，採用 Endeavor 

Information Systems 公司的 Voyager 軟體，做為 44 個合作館之間

進行館際互借及參考服務。(註84) 

檢視 ILLINET 發展歷程，在採用 DRA系統之前，ILLINET 主要以

聯合書目中心為主，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更替後，使 ILLINET能藉由

系統達到更完善的跨館際之間的作業，完成全州圖書資料的遞送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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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 

以國內各種合作式之圖書資訊系統而言，與 OhioLINK 架構較為

相近的為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由各合作

館共同建置一個大型且唯一記錄的書目資料庫。而 NBINet於民國 85

年開始進行第二代新系統的轉換，所選用之系統正好是 INNOPAC 系

統，已於民國 87 年開始正式啟用。新系統的建立著重在合作編目、

目錄的產生與維護、線上公用目錄的建立。這些工作完成之後將進一

步發展合適的公用目錄服務與館際互借。(註85)NBINet 的發展目標

為：(註86) 

1. 建立完整的我國「國家書目」書目資料庫。 

2. 建立全國中外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資料庫。 

3. 提供國內外新書資訊。 

4. 提供學術研究及一般參考查詢利用。 

5. 提供館際合作與互借。 

6. 促進書目資訊著錄之標準化。 

7. 提供各圖書館發展之全文影像及索引摘要服務。 

8. 進行與國際間書目資料庫之聯繫與利用。 

目前 NBINet 有 74 所合作館，至民國 92 年 3 月統計的書目記錄

筆數有 4,402,181筆，館藏記錄筆數有 6,595,709 筆。(註87)不論是

否為合作館，均可以透過 telnet 界面之 OPAC 及 Web 界面之 WebPAC

下載 ISO 2709 書目紀錄格式使用。而合作館則透過檔案傳輸(FTP)

上傳 ISO 2709書目紀錄格式至指定的位置，由 NBINet 工作人員協助

將各館上傳的書目紀錄轉入系統，並產生轉入結果報表供合作館修正

及參考。另外 NBINet 也提供合作館專用合作編目軟體(GUICAT)供合

作館下載使用，該軟體透過 Z39.50 協定與 NBINet系統主機連結，可

以查詢、下載、修改及上傳書目紀錄，若合作館也採用 INNOPAC系統，

則可以同時進行本館系統與遠端(NBINet)系統書目的更新與修改。 

雖然 NBINet 積極轉入各合作館的書目記錄，線上公用目錄已開

放檢索使用，但是聯合目錄並無法如 OhioLINK 正確地顯示各合作館

的館藏數量及館藏狀態(如” 借出中” 、” 在架上” 等)。其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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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合作館上傳之資料以書目為主，各館系統書目所包含之館

藏筆數，並不一定全數產生館藏記錄欄位(如 Chinese MARC
之 805)隨書目上傳，因此聯合目錄所顯示各館的館藏記錄不

一定正確。 

2. 各合作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並未與 NBINet 之 INNOPAC 系

統有即時連結交換資料之機制，因此無法由聯合書目即時連

結至各館的書目資料庫，以顯示各館館藏現況。 

從 NBINet 所進行中的計畫檢視，目前 NBINet 的任務仍以資料庫

的充實與品質控制為主，因此未來 NBINet 是否能達到館際合作與互

借之服務，仍有待觀察。另外 NBINet 書目重覆的問題仍無法獲得改

善與解決，雖然 NBINet召集數個合作館成立「書目品質控制小組」，

但由於非 NBINet 正式組織的編制及工作人員，因此並無法隨時檢視

修正書目資料庫的內容並維持資料庫品質。 

在目前的基礎上，NBINet 應可以加強館際互借機制，成為國內

公共圖書館與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互借之轉介中心，中心運作之架構

模擬如圖 2.18所示。不過 NBINet必須先廣泛收錄國內各級各類型圖

書館之書目及館藏資料，尤其對館藏記錄之整理與處理更為重要。此

外建立完善的資料遞送機制，使透過館際互借的讀者能快速地獲得所

需的資料，亦是在資訊系統之外，必須要審慎規畫的服務之一。 

 
圖 2.18 書目中心系統與合作館進行館際互借模擬架構圖 

書目中心 
書目記錄 A

連線館 1 
書目記錄 A 

館藏記錄 1 館藏記錄 2 

連線館 2 
書目記錄 A 

館藏記錄 1

館藏記錄 2

…

館際互借 處理館際
互借需求 



 - 59 -

第五節 新型態的系統管理及營運模式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為圖書館館藏、讀者及流通管理等作業的基礎

系統，在資訊科技與管理技術不斷改變的環境中，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的功能與管理模式也必須不斷改良，才能符合圖書館的需求。本節就

系統委外模式、系統與其他資訊系統作業模式之結合等議題進行探

討。 

一、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管理與資訊委外作業 

資訊委外(Outsourcing)的管理模式其實由來已久，在過去對資

訊委外較狹隘的定位在為特定企業量身定製一套系統，而網際網路的

興起，則創造了完全委外的可能性，這些委外模式包括了「網路資料

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簡稱 IDC)，「應用系統供應服務」

(Application Services Provider，簡稱 ASP)等。(註88) 

根據美國研究機構 Gartner Group對於資訊委外的分類，依照委

外業務的屬性將市場區分為資訊技術委外(IT Outsourcing，簡稱 ITO)

與商業流程委外(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簡稱 BPO)；網際

網路創造新興的委外模式，依照客戶使用環境的共享與否，衍生為應

用系統供應服務 (ASP)與商業服務供應者 (Business Service 

Provider，簡稱 BSP)。以上的四大區隔顯示如圖 2.19。(註89) 

資訊技術委外

ITO

商業層次
Business

Level

技術層次
Technical

Level
專用環境
Dedicated

Environment

分享環境
Shared

Environment

商業流程委外

BPO
商業服務供應者

BSP

應用系統供應服務

BSP

 

圖 2.19 資訊委外服務的四大區隔 
資料來源：周樹林，「掌握資訊委外服務大趨勢」，網際先鋒 77 期(2000 年 10 月)：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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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作業較偏重於技術層次，並且從專屬的環境漸

漸趨向於分享的環境，因此 ITO 模式與 ASP模式均適用的圖書館自動

化系統的委外服務作業。 

資訊業界所倡導的「應用系統供應服務」(Application Services 

Provider，簡稱 ASP)的觀念，讓圖書館自動化的傳統運作模式，起

了很大的變化。資策會將 ASP 定義為「透過網際網路或專線提供應用

軟體租賃服務的供應商」，只租不賣、一對多、集中管理、套裝應用

軟體為主體與透過 Web 提供服務，是 ASP 的主要精神。(註90)一般而

言，ASP 是以 Internet 為主的服務，允許使用者在付費使用的基礎

上租用軟體或接受服務，軟體安設置於 ASP 的主機內，透過簡單的

Web 連線即可連結使用，各種資料亦儲存於 ASP，供客戶本身同仁或

其他相關人員使用。(註91) 

而 ASP業者向軟體公司購買應用程式，置於 ASP 業者的機房內，

然後供企業或個人以存取網際網路的方式連接到機房，以此方式使用

應用程式，並依據使用方式與契約向客戶收取費用。另外針對企業將

大量主機委託給「網際網路服務供應者」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簡稱 ISP)、IDC業者代管時，為維持主機的正常運作，並

適時給予管理上的調設、調校、報告及建議，讓代管的資訊系統隨時

都能保持穩定、可靠、高可用性的狀態，這種以管理服務為主的收費

業者，稱為「管理服務供應者」(Management Service Provider，簡

稱 MSP)。而由於企業高度數位化，資料量暴增，數位資料的重要性

也提高，關於資料的擴充、備份、備援等，也成為相當重要的資訊建

置項目，因此開始有專注於資訊儲存服務的業者出現，此即為「儲存

服務供應者」(Storage Service Provider，簡稱 SSP)。另外一種服

務模式稱為「網路服務供應者」(Network Service Provider，簡稱

NSP)，事實上即為 IDC，此為 HP 公司給予 IDC 更具體、明確的稱呼。

(註92) 

今天若有 ASP 服務業者全部或是部分承接圖書館資訊系統的委

外作業，依據吳達暉所繪製的 ASP 服務架構圖(註93)，改繪成如圖

2.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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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ASP 提供應用軟體服務架構圖 
資料來源：依據 吳達暉，「商務 ASP 技術架構與導入實務介紹」，網際先鋒 70 期(2000

年 3 月)：57 改繪。 

Dzurinko定義 IOLS ASP為一種服務，將圖書館的資料庫裝置於

集中的位置(廠商的主機)，管理 IOLS 應用軟體，以及提供此一應用

的軟硬體支援。圖書館的電腦以簡易從屬端(thin client)作業，例

如：它透過 Internet Web瀏覽器，經由圖書館的防火牆，提供 IOLS

應用軟體的連結使用。在圖書館的掌控之下維持資料的內容及完整

性，硬體及應用軟體由廠商維護及支援。(註94)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採

用 ASP模式的優點為節省軟、硬體購置費及減少系統管理、更新及維

護的業務，館員可更專注於讀者服務，提昇服務品質。也就是圖書館

將系統安裝、管理及維護的工作都轉移給廠商處理。(註95)整體而

言，圖書館的自動化系統若決定採用 ASP 模式運作，必須具備的條件

及優、缺點如下：(註96) 

(一)、ASP 應具備的條件及優點 

1. 所有使用 ASP 的圖書館，需要有高速的 Internet連線及 web

瀏覽器。 

2. 系統安裝上線非常快速，ASP 廠商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讓圖書

館自動化系統開始運作。 

3. 廠商負有安裝系統的責任。 

4. 廠商負有解決應用軟體問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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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廠商負有所有升級及安裝的責任。 

6. 廠商負有責任提供具有技術能力、經驗的 ASP 資訊技術(IT)

人員。 

7. 圖書館無須具備全時的系統管理人員。 

8. 館員可集中心力在資料的完整性及提升服務，因為圖書館沒

有應用系統軟硬體的負擔。 

9. 依據議價的訂費，圖書館能夠更準確地預估及掌握 IOLS 的經

費。 

(二)、使用 ASP缺點與補救之道 

1. 安全性：資料庫的安全性是所有圖書館關心的議題，當然也

是 ASP 廠商所關心的議題。廠商必須開放其防火牆供圖書館

連結使用，因此也增加系統被入侵破壞的機率。廠商可以提

供「虛擬私有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簡稱 VPN)

做為一條通道，以加密的編碼方式確保圖書館與廠商之間資

料傳送的安全性。 

2. 客製化(Customization)：圖書館一向喜歡加強系統的功能及

客製化，但這點即無法應用在 ASP 模式。廠商可以提供一些

客制化的項目，例如：書目及查詢欄位、網頁，以及各別圖

書館資訊等，但是一般而言，客製化的程度是受到限制的。

除非支付一筆額外的費用要求廠商修改軟體程式。 

3. 頻寬：網路頻寬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為提供快速的 Internet

連結，圖書館應該具備 T1或更高的傳輸頻寬。 

4. 控制權：雖然圖書館保有資料的控制權，但是卻沒有應用軟

體、硬體、資訊技術人員及更新升級的掌控權。許多圖書館

無法改變控制一切作業的思維，而這也是影響系統評估的重

要因素。 

5. 成本：ASP 採取訂購服務及付費買時段的模式，圖書館在最

初系統架設時，還可以跟 ASP 議約價格，但後續的續訂費用

就可能失去掌控。因此圖書館決定採用 ASP 模式時，必須讓

此項預算列為圖書館固定支出項目。 

6. 可靠性：目前 IOLS 採用 ASP 模式的圖書館並不多，而且產品

仍有不少限制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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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提供 ASP 服務的自動化系統廠商如美國的 Epixtech 公

司，Epixtech的前身為 Ameritech Library Services，於 2000年 1

月宣稱第一個提供 ASP 服務的自動化系統廠商，其 Dynix 的系統為香

港 66 所公共圖書館提供的 ASP 服務，已引起各界注意。(註97)無須

在本地伺服器上維護資料庫及檢索軟體，圖書館透過 Internet 在一

個中心站使用全部系統功能，所有的處理及作業透過網路就可完成。

(註98) 

ASP 模式強調一套系統，多館分享使用，且由廠商維護、管理該

套系統。不過為了能滿足不同館別之間的需求或政策，因此採取 ASP

所使用之系統必須非常具有彈性，使系統設定成各館之作業模式。而

ASP 模式之資料庫是否該集中或分散，系統租賃之經費能否逐年不間

斷維持，以及國內圖書館觀念上能否接受等問題，仍有待進一步之觀

察。 

二、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新資訊服務發展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由於記錄讀者的資料，因此不論是單一圖書館

或是整合所有圖書館進行讀者資訊服務時，對於讀者紀錄的應用與交

易分析是非常珍貴的資料。這種分析讀者的資料，進而提供更進一步

的服務作業，猶如電子商務中所提倡的「客戶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簡稱 CRM)。CRM是一套結合銷售(Sales)

與行銷(Marketing)、客戶服務(Customer Service)的應用支援系

統。(註99)在現今龐大複雜的商業環境中，不論是商店或是企業，都

必須透過電腦系統來處理客戶相關資料。透過電腦系統的分析，將這

些資料轉變為對客戶需求更加了解的有用資訊，進而可以針對客戶的

個別狀況提供產品或服務，增加了客戶的滿意度與忠誠度。(註100) 

圖書館由於類型的不同，因此有不同的服務對象，公共圖書館一

般以所在地之社區民眾為主。讀者在圖書館的借閱記錄、資料庫檢索

統計、參考諮詢問題類型分析等，可以更進一步分析讀者的需求，由

圖書館主動提供讀者相關的資訊。而這種機制，可以考量以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為中心，分析及蒐集讀者使用圖書館內部及外部不同系統的

紀錄。藉由讀者到圖書館借書的借閱記錄，讀者詢問的參考問題，讀

者曾參加的活動資料，或是其他各種有關讀者的記錄，在經過 CRM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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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綜合分析之後，可以就讀者的需求，圖書館提供各種圖書館行銷

及線上資訊。不論是新書、資料庫、各項活動，或是圖書館所蒐集的

各種資料，都可以依讀者所感興趣的主題主動通知讀者，或是提供線

上服務。 

CRM 在導入企業進行客戶服務時，亦包括資料倉儲 (data 

warehouse)、電腦電話整合系統(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

簡稱 CTI)等系統之建置與整合。以 CTI 技術為例，即可整合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參考諮詢服務、活動報名及活動通知等服務，讀者透過

電話，可以查詢個人借閱紀錄、違規情形，並可在電話上辦理圖書續

借，或進行參考諮詢；圖書館亦可藉電話語音，主動通知讀者有關圖

書逾期、預約等訊息。因此 CTI 必須整合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電話語

音系統及相關的資料庫，以提供智慧型的電腦電話語音服務。 

而圖書館資訊服務系統日益增加，這些資訊系統能否透過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做為資訊整合中心，也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未來發展的趨

式。配合資料庫管理系統處理多媒體的能力，目前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也能處理多媒體資料，並且搭配附加的系統，即可做為書目館藏資

料、資料庫、網路資源等的閘道，提供整合檢索的機制。例如 Ex Libris

公司的 ALEPH 500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搭配 MetaLib系統做為圖書館

資訊檢索入口網站(portal)，底層再配合 SFX系統的建置，即可做各

種線上資源的整合檢索機制。(註101)SFX 架構發展於連結學術資訊

資源的研究，包括全文資料庫、摘要、索引及引用資料庫；圖書館線

上目錄，以及出現在研究論文中的引用文獻；電子出版系統及網路資

源等，研究的結果產生此一伺服軟體名稱。(註102)其整合架構如圖

2.21所示：(註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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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X: open linking for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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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各種電子資源之整合機制 
資料來源：Oren Beit-Arie, “SFX, OpenURL and Open Linking,” 30 April 2002, 

http://www.sfxit.com//publications/presentations/SFX_NyLink_April_2002a.ppt 
(2003/3/31). 

SFX的運作主要透過 OpenURL連結機制，兩種構想都是由 Van del 

Sompel 所提出。OpenURL 是由 Base URL 加上服務提供者(service)

的 metadata或 identifier細節所組成的語法，透過 SFX 的發送與解

析，即可獲得目標(targets)系統所傳送的資料。(註104)這種透過

OpenURL語法的連結方式，目前主要應用在各種網路資源的檢索上，

未來能否應用於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資訊交換，例如：讀者紀錄、流

通紀錄等，仍有待此一架構進一步的發展。不過目前 SFX 由 Ex Libris

一家系統推動，其他系統能否配合以指定的 OpenURL傳送資訊，仍有

待觀察。 

這種將圖書館系統視為「閘道」(gateway)的概念已逐漸改變系

統的本質，但是僅視為閘道的概念仍是不夠，因為目前讀者已經不全

然從圖書館這邊擷取到資料，現在的使用者希望能透過全新及客製化

的方式，來運用他們所發現的資料。因此使用者期待圖書館系統所提

供的一般界面，能無接縫地組織他們注意及不留意的資料，並且可以

自行加值運用這些資訊內容，依自己的目的客製化圖書館系統的功



 - 66 -

能。圖書館的書目資料已經不是一列資源的清單而已，它必須能整合

或連結其他的資料庫及資源。(註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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