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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澳洲與美國國家圖書館數位保存之比較 
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國家圖書館與法定寄存之比較；第二節數位保

存意涵與計畫之比較；第三節數位典藏之比較；第四節永久取用之比較；

第五節促成因素之比較。 

第一節 國家圖書館與法定寄存之比較 

本節將從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之發展角色功能、組織與

館藏、法定寄存制度與線上出版品法定寄存等進行比較，參見表 6-1 與 6-2。 

一、國家圖書館功能與組織 

澳洲國家圖書館的使命在蒐集和保存與澳洲及澳洲人民相關之國家

重要文獻資源，以及非澳洲相關但重要之資料，並透過圖書館本身目錄、

其他合作館或資訊提供者提供資源的取用。其角色是澳洲唯一的國家圖書

館，亦是國家出版品法定寄存之呈繳機構。其地位則是全澳洲最大的參考

型圖書館，亦是全球第一個發展數位保存計畫的國家圖書館。 

澳洲國家圖書館組織在館長以下設有八組，包括：(1)館藏管理組；(2)
澳洲館藏與讀者服務組；(3)資源共享組；(4)資訊科技組；(5)公共計畫組；

(6)組織服務；(7)執行與協調支援辦公室；(8)改革創新組。館藏包括專書、

期刊、手稿、口述歷史紀錄、樂譜、明信片、地圖、空照圖等，總館藏量

約 5,808,561 冊。 

美國國會圖書館是全世界最大、館藏最豐富的國家圖書館，1800 年 4
月 24 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Washington, D.C.)成立，原僅服務

美國國會提供立法參考的服務，現已成為服務全國、甚至全世界之圖書

館，其以蒐集、保存與典藏重要的資源，提供國會以及美國公民使用，擔

負支援與保存全球文化與知識之責，提供下一代創新思考力與學習能力為

圖書館之使命。由於兼具議會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的特色，故也兼備國會

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之角色，與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美國國家農業圖書

館並陳為美國三所國家圖書館，但其規模比另外兩所國家圖書館大，館藏

也最為豐富。 

從圖書館類型上來看，美國國會圖書館是一種國家圖書館，亦是一種

參考型圖書館。其組織龐大，體系複雜，人員眾多，4,000 餘位館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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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六大主要部門：(1)國會研究服務部；(2)著作權局；(3)館員辦公室；(4)
法律圖書館；(5)圖書館服務組；(6)策略計畫辦公室。在總館藏量方面，根

據美國國會圖書館 2006 年之統計，共超過 134,517,714 件資料。參見表 6-1。 

表 6-1 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之比較表 

國家 

項目 

澳洲國家圖書館 美國國會圖書館 

地理位置 坎培拉首都特區 華盛頓哥倫比亞特區 

成立時間 1902 年 1800 年 4 月 24 日 

使命 蒐集和保存與澳洲及澳洲人民相關之國

家重要文獻資源，以及非與澳洲相關但

重要之資料，並透過圖書館本身目錄、

其他合作館或資訊提供者提供資源的取

用。 

蒐集、保存與典藏的資源能夠被國會以及美國公

民使用，並擔負起支援與保存全球文化與知識之

責，提供下一代創新思考力與學習能力。 

角色  澳洲唯一的國家圖書館 

 澳洲出版品法定寄存呈繳機構 

 美國 3 所國家圖書館中規模最大者 

 兼具國會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之角色 

 美國法定寄存主要呈繳機構之一 

地位  澳洲最大的參考型圖書館 

 全球第一個發展數位保存計畫的

國家圖書館 

全球最大、館藏量最豐富的圖書館 

類型 國家圖書館、參考型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參考型圖書館 

組織 館長以下設有八組： 

(1)館藏管理組 

(2)澳洲館藏與讀者服務組 

(3)資源共享組 

(4)資訊科技組 

(5)公共計畫組 

(6)組織服務 

(7)執行與協調支援辦公室 

(8)改革創新組 

組織龐大，體系複雜，共分六大部門： 

(1)國會研究服務部 

(2)著作權局 

(3)館員辦公室 

(4)法律圖書館 

(5)圖書館服務組 

(6)策略計畫辦公室 

館藏量 5,808,561 冊/件（2005/06） 134,517,714 冊/件（2006） 

美國國會圖書館較早於澳洲國家圖書館 100 年建立。在國家圖書館的

使命方面，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使命與任務大致相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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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蒐集和保存與該國相關之重要文獻資源資產，或蒐集其他非本國之重要

資料，以提供取用，並支援現在與未來之研究、學習、創新思考。但美國

國會圖書館有一項不同使命，即主要為國會議員提供立法相關的資訊服

務。 

在國家圖書館角色、地位與圖書館類型上而言，美國國會圖書館與澳

洲國家圖書館均扮演其出版品主要的法定寄存呈繳機構，也同時是該國最

大的參考型圖書館。不同的是，澳洲僅有一間國家圖書館即澳洲國家圖書

館，而美國則有三所國家圖書館，包括：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農業圖書

館、以及美國醫學圖書館，而國會圖書館是三所國家圖書館中規模最大的

國家圖書館，並且兼具國會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雙重角色。 

在組織方面，澳洲國家圖書館在館長以下設有八組：館藏管理組、澳

洲館藏與讀者服務組、資源共享組、資訊科技組、公共計畫組、組織服務、

執行與協調支援辦公室、改革創新組。美國國家圖書館則設有六大部門：

國會研究服務部、著作權局、館員辦公室、法律圖書館、圖書館服務組、

以及策略計畫辦公室，每個部門下面又分好幾個分支，各負責不同的業

務。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組織較澳洲國家圖書館龐大而複雜。在館藏量方

面，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相當豐富，其總館藏量約是澳洲國家圖書館的 20
倍之多，堪稱全世界館藏量最為豐富的圖書館。 

二、法定寄存制度 

澳洲國家圖書館係以《1968 年著作權法》(Copyright Act 1968)作為其

法定寄存的依據，建立澳洲紙本或其他實體館藏，蒐集該國出版的所有資

料與出版品或者蒐集海外重要的出版品。澳洲的法定寄存法由聯邦政府與

各州政府共同掌管，其第 201 節規定澳洲每一出版者、出版商於澳洲所出

版的每一種圖書館資料(Library Materials)，都有義務複製出版品每一種版

本各一件複本，並將其作品複本呈繳給澳洲國家圖書館，以及適當的州

立、領地圖書館典藏。所謂圖書館資料，係指個人出版品、商業性出版品，

以及私人社群組織的出版品，如：圖書、連續出版資料、報紙、手冊、樂

譜、地圖、規劃圖、圖表、戲劇類資料、音樂劇或藝術作品等。並未明確

規範原生數位資源的法定寄存問題。 

1995 年，澳洲國家圖書館與國家影音檔案館召開聯合仲裁協議會，組

成「著作權法評鑑委員會」，重新檢視著作權法以延伸法定寄存出版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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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包括所有電子格式出版品）。1999 年 2 月，著作權法評鑑委員會報

告提出下列建議：(1)圖書館資料的定義應延伸包含聲音視訊資料以及以數

位形式呈現的資料。(2)所有資料的寄存仍然是義務。(3)關於寄存資料的儲

存，國家圖書館與國家影音檔案館不需要尋求著作權擁有者的授權與批

准。(4)在已修正的寄存架構之下，寄存資料可在設定限制條件取用的基礎

下提供取用；硬碟複本與電子資料應僅能在典藏機構的核准下才得以取

用。然而，上述建議未納入最新的法定寄存修正案「2000 年著作權法修正

法案」中，也就是說，仍然沒有通過法源依據來支援數位資源的法定寄存

政策。 

美國的法定寄存制度源自其著作權，定義「著作權」是一種法律的表

現形式，用於保護作者原創作品的著作權。受到法律保護的作品包括已出

版與尚未出版的文學作品、戲劇作品、音樂劇、藝術作品和某些其他智慧

財產。在美國規範著作權的法律主要有：1790 年著作權法、1909 年著作

權法、1976年著作權法、1998年著作權期間延長法案(Son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1998 年千禧年數位著作權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簡稱 DMCA）、2005 年家庭娛樂和著作權法。法定寄存制

度法源基礎來自 1976 年的著作權法，至於法定寄存的責任機構則是著作

權局，其隸屬於國會圖書館，即由美國國會圖書館擔任著作權法管理以及

法定寄存之主責機關。 

基本上，美國的著作權法對於線上出版品或網站資源的法定寄存也並

未有相關而明確的規範。但是面臨數位時代來臨，數位保存日益重要，美

國對於線上出版品或是資料庫並未訂定保存版本的管理規則而無法要求

線上出版品的作者自動呈繳作品予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在徵集數位資源以

為世代永久典藏與取用時，面臨到一個典藏機關與創作者間寄存共識的無

形屏障。因此，國會圖書館著作權局乃著手進行有關於電子著作權註冊和

寄存的先導計畫。隨後於 1988 年，國會圖書館開始要求寄存磁帶、光碟

和微縮資料。1993 年，建立了「CD-ROMs 的自願寄存協議」，2001 年，

第一本電子書透過電子著作權法開始寄存，但至今仍然沒有關於強制或義

務寄存線上電子出版品的寄存法與規定。參見表 6-2。 

表 6-2 澳洲與美國法定寄存之比較 

         國家 

項目 
澳洲 美國 

法定寄存依據 著作權法(Copyright Act 1968) 著作權法(Copyright Act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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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寄存規定 每一出版者、出版商必須呈繳出版

品每一個版本各一本複本，供國家

圖書館或者適當的州立、領地圖書

館典藏。 

1909 年著作權法規定凡受到著作權

法保護的作者，在作品出版以後的 3

個月內，皆有義務寄存兩本作品之

複本，並呈繳給國會圖書館典藏。 

法定寄存機構 以 NLA 為主 以 LC 為主 

寄存出版品內容與類型 個人出版品、商業性出版品以及私

人社群組織出版品，資料類型如：

圖書、週期性資料、報紙、手冊、

樂譜、地圖、藍圖、圖表、戲劇類

資料、音樂劇或藝術作品等。 

美國公民之著作、創作作品或在美

國當地出版之圖書、期刊、報紙、

手冊、樂譜、地圖、手稿、圖表、

戲劇類資料、音樂劇或藝術作品等。

線上出版品法定寄存制度 
無 無 

推動線上出版品法定寄存

法之努力 國 家 圖 書 館 與 國 家 影 音 檔 案 館

(NFSA)召開聯合仲裁協議會，組

成「著作權法評鑑委員會」。 

規範電子著作權註冊與寄存法，要

求寄存磁帶、光碟、微縮資料和電

子書等電子出版品。 

線上出版品寄存方式 自願寄存 自願寄存 

比較澳洲與美國的法定寄存制度，發現澳洲與美國在法定寄存制度的

發展先後不一，但皆受其著作權法很大的影響，因此在法定寄存依據方

面，兩國均依據著作權法的規定，授權國家圖書館與國會圖書館行使法定

寄存之權責。澳洲國家圖書館法定寄存政策係受到 1968 年的著作權法影

響最大，影響美國法定寄存政策最大的乃是 1976 年的著作權法。 

在法定寄存規定的部分，澳洲規定每一出版者、出版商必須呈繳出版

品每一種版本各一本複本，予以國家圖書館或者適當的州立、領地圖書館

典藏。呈繳的出版品包含個人出版品、商業性出版品以及私人社群組織出

版品資料類型如：圖書、週期性資料、報紙、手冊、樂譜、地圖、規劃圖、

圖表、戲劇類資料、音樂劇或藝術作品等；美國則是規定凡受到著作權法

保護的作者，在作品出版以後的 3 個月內，皆有義務寄存 2 本作品之複本，

並呈繳予國會圖書館典藏。兩國法定寄存法除了呈繳作品數量不同之外，

在美國方面，其實並未強制寄存與呈繳，但作者、出版者或著作權擁有者

為了尋求著作權法保護其著作權，故大多會自動呈繳其作品複本予以圖書

館典藏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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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負責寄存典藏的機構方面，考量行政區域規劃與作業性質之方便，

澳洲除了主要以國家層級的國家圖書館負責典藏寄存資料之外，其他如大

學圖書館、國家檔案館等相關資訊保存機構，都可能因相關法規而被指派

為寄存單位；美國方面管理法定寄存政策的主要依據是著作權法，而自從

1870 年國會通過法案，使得著作權局集中由國會圖書館執行，1897 年又

由國會圖書館負責著作權的登記與註冊，因而奠定其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法

定寄存典藏機構。 

在兩國現行的著作權法中無法看出有關於規範線上出版品法定寄存

呈繳之明文規定，因此，在寄存出版品內容與類型的部分，兩國大多都僅

規定實體形式出版品的呈繳。為此，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均

採取相關的措施，在法律上、實際資源的徵集上皆積極找尋能夠與出版

者、作者及著作權擁有者等達成共識之出路。 

由於在法律層面上兩國皆無法立即突破，除持續努力進行修訂法定寄

存制度以涵括數位出版品寄存之外，實際上，美國與澳洲均已將法定寄存

法延伸並實施至數位出版品的呈繳。目前美澳均採電子出版品自願寄存的

方式，例如 1988 年，美國國會圖書館開始要求寄存磁帶、光碟和微縮資

料；1993 年，建立 CD-ROMs 的自願寄存協議；2001 年根據電子著作權法

而開始寄存電子書。至於線上出版品與網站資源的部分，不論澳洲或美國

的作法均是必須先與出版商協商，取得線上典藏與複製的許可之後，才得

以複製並典藏數位資源。 

第二節 數位保存意涵與計畫之比較 

一、數位保存意涵 

就數位保存意涵與目的而言，澳洲國家圖書館認為「其數位保存是為

了維護數位物件於某種必要的層次，以使其能夠提供現在與未來長期取用

的一種過程」。簡而言之，澳洲國家圖書館的數位保存最終目的，即在將

數位資源長期保存與典藏，以提供永久取用之服務。圖書館相信一切數位

保存的過程與數位資料如何建立、選擇、傳遞、描述與管理有關的重要元

素息息相關。因此，對於澳洲國家圖書館而言，數位資源的鑑定、選擇和

描述，都是典藏線上澳洲出版品所需之過程的一部份，為了提供數位館藏

永久取用，乃將其網路資源與數位館藏保存在 PANDORA 數位典藏系統

（PANDORA Digital Archiving System，簡稱 PANDAS）中，並透過



 157

PANDORA Archive 網站介面提供取用。 

美國受到數位科技快速變遷的影響，改變人類紀錄與展現知識的方

式，於是發現有許多沒有實體形式或紙本儲存格式的資料，隨時都有可能

面臨數位內容的遺失、網路連結失效、媒體格式過時而無法透過適當的媒

介讀取等危險，為了確保人類知識遺產的完整保存，美國國會圖書認為數

位保存主要目的在於保存人類的文化知識遺產，使其館藏資源能夠被國

會、全國人民、甚至全世界所取用，並支援研究、發展與教學，為世代子

孫保留人類豐富的知識資源寶藏。 

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在數位保存的目的上均十分相

似，認為數位保存就是長期典藏與永久取用兩種目的。兩國均重視數位保

存，特別著重原生數位資料的保存。 

為了達到數位館藏長期保存與取用的目的，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

會圖書館研定其數位保存之策略性目標，澳洲國家圖書館策略性目標包

括：(1)致力於瞭解關鍵的數位館藏管理資訊；(2)發展數位保存政策，定義

數位保存活動的指南與原則；(3)對數位館藏進行風險評估；(4)利用數位保

存計畫作為其數位保存工作的先導；(5)有長期穩定進行的計畫，發展管理

數位館藏保存的工具、程序與基礎建設；(6)長期與持續地與其他機構發展

數位保存；(7)透過各種方法共享數位保存的資訊，分享數位保存資訊。另

一方面，美國國會圖書館發展「國家數位資訊基礎建設與保存計畫」

（Nat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Preservation Program，簡稱 
NDIIPP），設定五項策略性目標：(1)辨識與選擇具風險性的原生數位內容；

(2)建立與支援數位保存伙伴網；(3)發展與應用在數位保存用途之工具、模

型、方法和服務；(4)鼓勵並支援數位保存公開政策；(5)傳播數位保存重要

的觀念。 

比較兩國數位保存策略目標相同之處：均訂定數位保存策略目標；均

由計畫來執行工作；均要求確認保存數位資源內容；均需對數位館藏進行

風險評估；均辨識與選擇具有風險性的數位館藏；均發展管理數位館藏與

數位保存之工具、方法與服務；均以國家圖書館為領導並合作發展數位保

存；均支持與鼓勵數位保存與傳播其重要性。 

不同之處：在數位館藏類型方面，美國著重蒐集 6 種具風險性的原生

數位資料，澳洲以線上出版品與網站為主；在訂定策略性目標的方面，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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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是以國家圖書館的角度設定此目標，美國則從國家整體數位保存計畫中

設定其目標。 

二、數位保存計畫 

1995 年，澳洲國家圖書館發現與澳洲相關的資訊大量以線上形式出

版，意識到數位資源保存的重要性，並深刻體認圖書館應負責蒐集任何類

型或格式之資料的職責。1996 年，澳洲政府委託澳洲國家圖書館領導發展

「澳洲網路文件資源保存與取用計畫」（Preserving and Accessing Networked 
Documentary Resources of Australia，簡稱 PANDORA），是一個國家網路資

源數位保存計畫。澳洲國家數位資源館藏發展政策與選擇指南特別著重蒐

集有關澳洲的線上出版品與網站資源，以達永久典藏及取用之目的。 

PANDORA 計畫目標包括：(1)為典藏及提供查檢澳洲線上出版品發展

政策及程序；(2)為經過選擇的澳洲線上出版品建立檔案，包括電子期刊、

組織機構之網站、政府出版品等；(3)為長期典藏這些出版品的全國性措施

提供建議；(4)成立索引及摘要服務機構以應需要，並為索引及摘要分配永

久辨識號碼。 

PANDORA 計畫成果包括：(1)研發 PANDORA Archive 網站與線上出

版品取用介面；(2)自行開發的 PANDORA Archive 數位典藏庫 PANDAS 3.0
建置完成；(3)線上出版品保存與政策發展研究，包括保存性後設資料標

準、轉置和風險分析等；(4)北領地圖書館有明確的網路資源法定寄存；(5)
新南威爾斯州立圖書館、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與西澳大利亞州立圖書館

均與其政府取得複製典藏品與提供取用之協議；(6)世界級的選擇澳洲線上

出版品與世界級檔案，例如電子期刊、政府出版品和研究、以及具有文化

意義的網站；(7)制訂澳洲國家長期之取用政策、程序和選擇指南；(8)採合

作的方法與澳洲其他州立圖書館和文化機構共同參與；(9)提供替檔案命名

架構之服務；(10)提供參與者索引和編製摘要的依據。 

美國國會圖書館有關於數位保存計畫主要有二：其一為 NDIIPP 計

畫，其二為「網際網路電子資源虛擬典藏計畫」（Mapping the INternet 
Electronic Resources Virtual Archive，簡稱 MINERVA）。前者計畫性質為國

家型數位保存整體基礎建設，包含數位保存政策、策略、工具、技術、研

究等層面多面向發展；後者計畫性質為國家網路資源數位典藏與保存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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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12 月國會撥款 1 億美元，直指美國國會圖書館負責發展「國

家數位資訊基礎建設與保存計畫」，要求美國國會圖書館與其他聯邦或非

聯邦實體機構合作，找出有責任蒐集、維護與提供取用數位資料的圖書館

與其他組織機構，共同形成一個國家網(National Network)，並著重發展數

位保存政策、程序與策略等。計畫目標有下列五點：(1)辨別與選擇具風險

性的原生數位內容；(2)建立數位保存伙伴網；(3)發展數位保存工具與服

務；(4)支援公開數位保存政策；(5)宣傳數位保存的重要觀念。 

NDIIPP 計畫所著重蒐集的原生數位資料有：地理資料、網站、電視、

社會科學資料集、電子期刊以及歷史資料六種。計畫參與成員主要有：加

州大學加州數位圖書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教育廣播法人；美國

艾默雷大學；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圖書館、伊利諾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

國家高速應用程式中心；馬里蘭大學史密斯商學院；密西根大學全球政治

與社會科學聯盟出版品與會議資料；以及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圖書館，分

別組成八個數位保存聯盟。 

迄今在「辨別與蒐集具有遺失風險的數位內容」、「召集國際保護數位

資訊」與「發展數位資訊新工具與程序」等策略目標上，均有數個重要成

果發展。 

由於網站或網頁消失的速度喚醒了美國國會圖書館對於美國重要的

網站資源長久保存之重視。2000 年，國會圖書館發展 MINERVA 計畫，目

標在於蒐集與保存與美國重要網站資源，組成一個包含編目、法律、讀者

服務及技術服務等多學科專家小組，研究、評估、選擇、蒐集、編目、保

存並提供取用網站資源，以提供未來研究與學習之參考。MINERVA 計畫

現有 17 個關於美國社會、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科技等層面之重要

主題事件的網站典藏。 

計畫組織成員由國會圖書館編目員、法律諮詢專業人員、資訊科技提

供者、技術專家、參考服務館員、策略計畫發展辦公室等多學科專家所組

成，除了國會圖書館內計畫成員之外，亦有來自於美國大學圖書館等其他

合作伙伴。 

MINERVA 計畫成果有：(1)建立 MINERVA 網站網站資料取用介面；

(2)建立 17 個網站典藏主題子計畫，提供四個主題子計畫網站典藏資源取

用；(3)以一個網站為單位，現已經儲存有 37,578 筆網站紀錄；(4) 建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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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典藏與擷取政策。參見表 6-3。 

表 6-3 澳洲與美國數位保存計畫之比較 

 澳洲 美國 

計畫簡稱 PANDORA NDIIPP MINERVA 

計畫主持 澳洲國家圖書館 美國國會圖書館 

計畫性質 國家網路資源數位保存計畫 國家數位保存基礎建設 國家網路資源數位保存

計畫 

發展主因 1995 年，澳洲國家圖書館發現

與澳洲相關的資訊大量以線上

形式出版；發現數位資源保存的

重要性；也體認圖書館應蒐集任

何類型或格式之資料的職責。 

體認保存數位內容的重要性，欲使其資源能夠支援國

會與美國人民長久取用、可及，甚至提供全球性的知

識館藏，培養未來世代子孫的創造力與學習。 

計畫開始時間 
1996 年-- 2000 年-- 2000 年-- 

計畫目標 將數位資源長期保存與典藏，以

提供永久取用之服務。 

1. 為典藏及提供查檢澳洲線

上出版品發展政策及程序；

2. 為經過選擇的澳洲線上出

版品建立檔案，包括電子期

刊、組織機構之網站、政府

出版品等； 

3. 為長期典藏這些出版品的

全國性措施提供建議； 

4. 成立索引及摘要服務機構

以應需要，並為索引及摘要

分配永久辨識號碼。 

1. 辨別與選擇具風險性

的原生數位內容； 

2. 建立數位保存伙伴網； 

3. 發展數位保存工具與

服務； 

4. 支援公開數位保存政

策； 

5. 宣傳數位保存的重要

觀念。 

蒐集與保存與美國重要

網站資源，組成一個包

含編目、法律、讀者服

務及技術服務等多學科

專家小組，研究、評估、

選擇、蒐集、編目、保

存並提供取用網站資

源，以提供未來研究與

學習之參考。 

蒐集內容 以澳洲線上出版品與網站為

主，包括：(1)聯邦政府與首都特

區(ACT)出版品；(2)第三教育機

構的出版品(Publications of 

Tertiar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以蒐集地理資料、網站、電

視、社會科學資料集、電子

期刊以及歷史資料六種原生

數位資料為主 

美國社會、政治、經濟、

教育、科學、文化等層

面相關的重要主題事件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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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議紀錄；(4)電子期刊；(5)

索引與摘要機構所提的項目；(6)

主題網站；(7)其他的國家的重要

網站。 

參與成員/機構 1. 澳洲國家圖書館 

2. 維多利亞州立圖書館 

3. 北領地圖書館與資訊服務

中心 

4. 昆士蘭州立圖書館 

5. 新南威爾斯州立圖書館 

6. 南澳大利亞州立圖書館 

7. 西澳大利亞州立圖書館 

8. 國家影音檔案館 

9. 澳洲戰爭紀念館 

10. 澳洲陶爾斯海峽島嶼原住

民研究所 

1. 加州大學加州數位圖

書館 

2.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拉

分校 

3. 教育廣播法人 

4. 美國艾默雷大學 

5. 伊利諾大學香檳分校

圖書館、伊利諾大學圖

書資訊研究所、國家高

速應用程式中心 

6. 馬里蘭大學史密斯商

學院 

7. 密西根大學全球政治

與社會科學聯盟出版

品與會議資料 

8. 北卡羅萊納州立大學

圖書館 

為 LC 本身計畫，由各

學科領域組成專家小

組，包含： 

1. 專業編目人員 

2. 法律諮詢專業人

員 

3. 資訊科技提供者 

4. 技術專家 

5. 參考服務館 

6. 策略計畫發展辦

公室人員 

其他合作伙伴尚有： 

1.國際網際網路保存聯

盟(IIPC) 

2.加州大學數位圖書館

3.伊利諾大學香檳校

區，OCLC 

4.網際網路典藏(IA) 

5.WebArchivist.org 

計畫成果 1.PANDORA Archive 

2.PANDAS 3.0 

3.線上出版品保存與政策發展

研究，包括保存性後設資料標

準、轉置和風險分析。 

4.北領地圖書館有明確的網路

資源法定寄存。 

5.新南威爾斯州立圖書館、維多

利亞州立圖書館、與西澳大利亞

州立圖書館均與其政府取得複

製典藏品與提供取用之協議。 

1.辨別與蒐集具有遺失風險

的數位內容 

(1)數位保存總資料量達

66TB。 

(2)2005 年 Portico 

2.召集國際保護數位資訊  

(1)2004 年建立數位保存伙

伴網(2)2006 年著作權法第

108 節研究小組於洛杉磯及

華盛頓 D.C.兩地分別舉辦公

開圓桌會議，探討如何在著

1.MINERVA 網站 

2.建立 17 個網站典藏主

題子計畫 

3.37,578 筆網站紀錄 

4.建立網站典藏與擷取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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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界級的選擇澳洲線上出版

品與世界級檔案，例如電子期

刊、政府出版品和研究、以及具

有文化意義的網站。 

(1)已有 37,029,634 筆檔案，建立

14,755 款目，以及 30,289 件快

拍檔與款目複本於 PANDORA 

Archive 中，總資料量達 1.87TB。

(2)2005 年與 2006 年網站全域蒐

集的資料量分別有 6.69TB 與

19.04TB。 

7.制訂長期之取用政策、程序和

選擇指南。 

8.採合作的方法與澳洲其他州

立圖書館和文化機構共同參與。

9.提供替檔案命名架構之服務。

10.提供參與者索引和編製摘要

的依據。 

作權法第 108 條中為圖書館

及檔案館修訂著作權例外

案。 

3.發展數位資訊新工具與程

序 

(1)2004 年發展「It’s About 

Time」計畫 

(2)哈佛、史丹佛、老道明及

約翰霍普金斯四所大學參與

保存測試，模擬長期挑戰數

位內容科技的成效。 

(3)2005 年 NSF 與圖書館聯

合頒發 10 個研究獎金。  

(4)2006 年史丹佛大學成為

NDIIPP 計畫技術架構發展

的合作伙伴。 

研究者分別從計畫性質、計畫發展主因、計畫開始時間、計畫目標、

計畫蒐集內容、計畫參與成員/機構、計畫成果等層面進行綜合比較。 

數位保存計畫可依照計畫合作範圍、規模大小等分為國家型計畫或國

際型合作計畫；也可依照資源類型或目的而分網路資源數位保存計畫或數

位典藏庫建置計畫等。從計畫規模上來看，PANDORA 與 NDIIPP 係屬於

國家大型數位資源保存計畫，也是兩國發展數位保存計畫的第一項國家型

數位保存計畫，並從計畫中衍伸與發展國家數位保存政策、策略、工具與

架構等；從計畫蒐集內容之性質來看，澳洲國家圖書館所主導的 PANDORA
計畫與美國國會圖書館之 MINERVA 計畫均以蒐集典藏網路資源或線上出

版品為主，皆屬於國家型網路資源典藏與保存計畫，唯 PANDORA 計畫所

蒐集的不只是有關於澳洲的網站、網頁等網路資源之外，還包括(1)聯邦政

府與首都特區(ACT)出版品；(2)第三教育機構的出版品；(3)會議紀錄；(4)
電子期刊；(5)索引與摘要機構所提的項目；(6)主題網站；(7)其他的國家

的重要網站等，NDIIPP 計畫則以蒐集地理資料、網站、電視、社會科學

資料集、電子期刊以及歷史資料六種原生數位資料為主，MINERVA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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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特別著重美國重要主題事件的網站典藏。 

在計畫發展原因的部分，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發展數位

保存計畫之原因大致相同，即兩國國家圖書館體認己職之外，更是瞭解數

位資源的價值與數位保存的重要性日益遽增，因此應該廣泛蒐集任何類

型、形式的資料，尤其是指原生數位資料。 

在計畫目標方面，澳洲 PANDORA 計畫係根據計畫所能提供的服務而

訂定之目標；美國 NDIIPP 計畫目標則是預期自己要完成數位保存哪些目

標，出發點不大相同。 

在參與機構成員方面，澳洲 PANDORA 計畫有 6 所州立圖書館、1 所

國家檔案館、1 所博物館、以及一個研究單位；美國 NDIIPP 計畫則採合

作數位保存伙伴網之策略召集國內各大學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與資訊

服務機構組成八個數位保存聯盟，各聯盟之下又有好幾個合作單位，此八

個聯盟分別從事蒐集與擷取重要且具風險的數位內容、發展數位保存工具

與技術、從事數位保存研究等工作；美國 MINERVA 計畫則是由國會圖書

館編目員、法律諮詢專業人員、資訊科技提供者、技術專家、參考服務館、

策略計畫發展辦公室人員等組成專家小組，並與五個外部機構合作發展美

國網站典藏計畫。在澳洲，由於行政區域劃分影響，幾乎動員各州圖書館

共同蒐集澳洲的數位資源；美國則幾乎動員全國與數位保存有關或有興趣

參與的資訊服務機構。然而在澳洲，大部分的國家數位保存政策、策略、

系統架構、數位典藏系統建置、數位保存技術發展等均由澳洲國家圖書館

負責，再分享於其州立圖書館或其他計畫參與者；美國也是由國會圖書館

負責國家的數位保存，但其採用合作伙伴網，召集各界共同研究與開發數

位保存工具、策略、數位典藏庫系統等數位保存相關之內容。 

最後，在計畫成果方面，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在網路資

源典藏的部分，均有網站典藏取用介面之成果，網站典藏量均十分豐富。 

三、數位保存計畫組織 

澳洲國家圖書館自 1998 年開始數位服務計畫以來，逐漸影響其圖書

館內部組織的變化，與數位保存活動最為相關的部門為館藏管理組與資訊

科技組。館藏管理組的館藏保存、網站典藏與數位保存、數位館藏管理在

數位保存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資訊科技組負責館藏取用、館藏基礎

建設、可行性與標準、資訊科技服務、網站出版等工作，均與數位典藏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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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圖書館資訊科技系統相關。 

在人員配置的部分， 2006 年約有 26 位館員參與數位保存活動，其中

4 位負責數位保存功能；5 位負責蒐集與典藏線上資料；2 位負責蒐集與編

目離線數位資料；14 位負責產生已被納入保存之資料的數位內容；4 位資

訊科技部門館員則負責管理數位館藏資料；以及 2 位資訊科技部門館員負

責開發數位保存功能相關之應用程式。 

美國方面，同樣也是在 1998 年開始產生圖書館組織之改變。受到資

訊科技變遷影響將機構改組。2000 年，國家研究協會 Computer Scienc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oard(CSTB)提出有關於 LC 資訊科技未來之研究與策

略性建議，受到該調查報告建議的影響，2001 年 LC 成立策略計畫辦公室，

作為負責管理國家數位資訊基礎建設與保存計畫(NDIIPP)之服務單位。（註

1） 

策略計畫辦公室不僅是管理 NDIIPP 計畫，亦負責所有與圖書館及國

家數位文化資產長期保存計畫相關的策略計畫，又分資訊科技服務組，負

責 LC 電腦與電信通訊基礎建設，並支援服務單位、數位保存活動及 LC
館員的資訊科技需求。OSI為了使國會圖書館各單位更加緊密合作，於 2002
年召集各部門主管組成「數位執行管理小組」（Digital Executive Oversight 
Group，簡稱 DEOG）定期舉行會議，研究與資源評估、判斷和分配有關

的數位計畫，研討資訊科技策略，支援 LC 內部數位策略活動。DEOG 小

組成員目前共有 6 位， 

在人員方面，OSI 和資訊科技服務組各有 96 位與 203 位館員，其他各

部門與數位保存活動相關的館員則視情況與需求而分派。在 MINERVA 計

畫的團隊組織方面，有編目、法律諮詢、資訊科技、技術、參考服務、策

略計畫發展辦公室等專業人員組成專家小組。（註2） 

綜合比較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數位保存計畫組織之發

展，發現兩國均從 1998 年開始受到資訊科技變遷所帶來之影響，產生圖

書館內部組織的變化。澳洲國家圖書館以館藏管理組與資訊科技組與數位

保存活動最為相關；美國國家圖書館則以策略計畫辦公室與其底下細分之

資訊科技服務組負責管理美國數位保存活動與計畫。相同的是，澳洲與美

國的數位保存計畫皆與資訊科技組相關，不同處則是美國國會圖書館面對

數位保存，主要是在圖書館一般業務以外組成策略計畫辦公室統一負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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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澳洲的數位保存計畫則仍然歸屬於一般圖書館業務（館藏管理組），

只是在館藏管理組下細分數位館藏管理組，並於 2004 年組成網站擷取小

組，專責網站典藏與保存計畫事宜。 

在人員編制上，澳洲國家圖書館內共有 26 位館員參與數位保存活動；

美國國家圖書館數位保存計劃最為相關的 OSI 和資訊科技服務組，各有 96
位與 203 位館員，其他各部門與數位保存活動相關的館員則視情況與需求

而分派，兩國在數位保存計畫參與人員數量上產生非常懸殊的差異。 

第三節 數位典藏之比較 

一、數位資源蒐集與選擇 

（一）數位館藏類型與範圍 

澳洲國家圖書館 PANDORA 計畫採「選擇性蒐集」，數位內容包涵有

關澳洲社會、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科學或經濟等重要主題之數位資

源，作者必須為澳洲人，可辨別作者權威性之作品，並對國際間知識建構

有貢獻者，或以澳洲伺服器或海外伺服器等線上出版品與網站資料為主。

在網路資源部分，優先選擇的館藏為聯邦政府與首都特區出版品、第三教

育機構的出版品、會議紀錄、電子期刊、索引與摘要機構所提的項目、主

題網站、其他國家重要網站。 

PANDORA 蒐集的數位資源類型包括：專書、漸增或逐步形成的專書

（內容經常改變）、定期連續性出版品、逐漸形成的連續性出版品（內容

經常改變）、新聞報紙快拍樣品、瞬息事件(Ephemera)、組織與個人網站。

2007 年 5 月 28 日統計網站典藏數量，典藏品總數已有 14,755 筆書目紀錄，

總資料量達 1.87TB(Terabytes)。 

美國國會圖書館 MINERVA 計畫採「主題式蒐集」，數位館藏性質以原

生數位網站為主。數位館藏類型則是以一個完整的網站為一個單位，數位

館藏範圍係依不同的主題事件而有所不同，例如：第 107 屆國會的網站蒐

集範圍就以國會會員與委員會的官方網站為主；2002 年美國選舉網站典藏

就以美國 2002 中期國會選舉、州長選舉、美國 15 個主要城市市長選舉之

相關網站為主要蒐集範圍，網站合計約 37,578 個。參見表 6-4。 

表 6-4 PANDORA 與 MINERVA 數位館藏類型與範圍比較 

項目 

計畫名稱 

數位館藏性質 數位館藏類型 數位館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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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ORA 
1. 線上出版品 

2. 原生數位網站 

(1) 專書、連續性出版品、

新聞報紙快拍樣品、瞬

息事件。 

(2) 組織與個人的網站。 

(1) 有關於澳洲的； 

(2) 有關於社會、政治、文化、宗教、

科學或經濟等主題者，是重要的

並且與澳洲相關，同時作者也必

須是澳洲人； 

(3) 是由可辨別其權威性的澳洲人

所作，並對國際間知識建構具有

貢獻者； 

(3) 澳洲的伺服器或海外的伺服器。

MINERVA 原生數位資料 網站 

目前計畫已建立了有關美國重要 17

個主題事件子計畫，而數位館藏蒐

集的範圍則依主題事件而有所不

同。例如：第 107 屆國會的網站蒐

集範圍就以國會會員與委員會的官

方網站為主。 

比較兩國數位館藏性質，PANDORA 計畫所徵集的資料主要為線上出

版品與網站；MINERVA 計畫則以原生數位資料為主要的蒐集對象，均是

以原生數位資源為主，但 MINERVA 計畫則單純以網站資料作為其典藏之

數位館藏類型。 

在數位館藏類型的部分，PANDORA 計畫包括了專書、連續性出版品、

網路新聞報導外拍檔案、瞬息事件(Ephemera)、以及政府組織網站或個人

網站等類型之資料；MINERVA 計畫則主要以一個完整的網站為主，而非

單一一個網頁。 

在數位館藏範圍的部分，PANDORA 計畫規定 10 個合作館（包含 NLA
在內）所蒐集的數位館藏必須是與澳洲相關，必須是澳洲人的作品，必須

與澳洲社會、政治、文化、宗教、科學、經濟、教育等主題相關者，必須

是可辨別作者權威性的資料，網站的部分則必須以架設在澳洲的伺服器為

主之網路資源；MINERVA 計畫由於是針對其訂定的主題事件蒐集相關的

網站，故其館藏範圍必須與該主題事件相關。由於數位資源選擇決策（澳

洲採選擇式蒐集、美國則採主題式蒐集）之不同，故其數位館藏所蒐集的

範圍不同。 

（二）網站蒐集與選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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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出版品蒐集的方式分為：選擇性蒐集、週期性蒐集該國所有網域

之數位出版品、主題式蒐集(Thematic Collecting)、以及寄存館藏四種。澳

洲國家圖書館 PANDORA 計畫是選擇性蒐集，先確定所要蒐集的網路資源

範圍，訂定網路資源選擇政策，無法透過搜尋機器人等技術辨識出來並徵

集的網站，則採取其他方式蒐集，也就是與網站出版者安排協商以取得典

藏同意。又為了避免遺漏某些重要的資源，另外在輔以定期全域(.au)蒐集

網路資源。因此，PANDORA 網站典藏計畫將結合選擇性蒐集方式和定期

擷取全域資料的方式。 

在館藏政策方面，PANDORA 計畫有澳洲國家圖書館線上出版品館藏

發展政策作為選擇之參考依據；在選擇標準方面，PANDORA 計畫著重典

藏澳洲各州內或區域內重要的資源，各合作伙伴均訂定一般選擇原則與優

先選擇館藏之標準。詳見附錄二、PANDORA 計畫參與機構與數位資源選

擇指南。 

美國 MINERVA 計畫是主題式蒐集，先建立與美國相關的重要主題事

件，再針對各個主題事件進行全面網站典藏與蒐集，是一種主題式蒐集的

選擇決策方式。選擇標準則必須遵循：(1)能夠滿足國會和研究人員現在與

未來的資訊需求；(2)獨特的資訊；(3)具有學術價值的內容；(4)具有遺失

危險性資料；(5)即時性資料等五項標準。其網站選擇政策主要有三：(1)
網站擷取與典藏(Web Site Capture & Archiving)；(2)網站擷取與典藏特殊指

南(Web Site Capture & Archiving Specific Guidelines)僅提供 LC 館員取用；

以及(3)提供給顧問辦公室之網站擷取與典藏問與答(Web Site Capture & 
Archiving FAQs for Recommending Officers)僅提供 LC 館員取用。參見表

6-5。 

表 6-5 PANDORA 與 MINERVA 計畫網站蒐集與選擇之比較 

計畫名稱 

項目 

PANDORA MINERVA 

選擇方法 選擇式蒐集 主題式蒐集 

館藏政策  NLA 線上出版品館藏

發展政策 

1. 網站擷取與典藏 

2. 網站擷取與典藏特殊指南（僅

提供 LC 館員取用） 

3. 網站擷取與典藏問與答（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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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LC 館員取用） 

選擇標準 1. 有關於澳洲的； 

2. 有關於社會、政治、文

化、宗教、科學或經濟

等主題者，是重要的並

且與澳洲相關，同時作

者也必須是澳洲人； 

3. 是由可辨別其權威性

的澳洲人所作，並對國

際間知識建構具有貢

獻者； 

4. 澳洲的伺服器或海外

的伺服器。 

1. 資料必須能夠滿足國會和研究

人員現在與未來的資訊需求； 

2. 提供獨特的資訊； 

3. 提供具有學術價值的內容； 

4. 蒐集具有遺失危險性資料； 

5. 蒐集具有即時性的資料。 

選擇指南  各州合作圖書館依照

館藏政策與選擇標準

為參考依據自訂。 

主要參考下列四份參考文件： 

1. LC 電子資源館藏發展說明 

2. 網站擷取與典藏 

3. 網站擷取與典藏特別指南  

4. Questions for Selectors for 

BEOnline Plus 

在選擇決策的部分，澳洲 PANDORA 計畫與美國 MINERVA 計畫採用

不同的方式，前者以選擇式蒐集澳洲的線上出版品與網站資源為主，希望

藉此挑選與徵集到重要的數位資源館藏，而非大量、全面擷取；而美國因

為網站典藏計畫有鑑於網路資源與網站數量浩瀚無窮，故在發展

MINERVA 計畫時，就設定以建構主題事件為先，再進行相關網站之典藏

的方式，是一種主題式蒐集的方式，這種方式可以縮小蒐集範圍與目標，

並挑選到重要而相關的網站資源。 

在館藏政策方面，澳洲國家圖書館僅發展一種館藏政策，即澳洲國家

圖書館線上出版品館藏發展政策，提供各界與合作伙伴做為參考依據；美

國則發展三種網站擷取與典藏館藏政策，分別提供一般大眾使用與參考，

其他則僅提供國會圖書館館員作為網站蒐集與擷取之依據。 

在選擇指南方面，澳洲 PANDORA 計畫是依據澳洲國家圖書館一般選

擇原則，分別由各州立圖書館與其他合作機構，各自蒐集該州或該館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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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上出版品與網站，參考澳洲國家圖書館的一般選擇原則，各自訂定屬

於該館的一般性選擇指南與特殊網站資料選擇指南。美國 MINERVA 計畫

也有點類似，在選擇指南方面，可以參考 LC 電子資源館藏發展說明、網

站擷取與典藏(Web Site Capture and Archiving)、網站擷取與典藏特別指南 
(Web Site Capture and Archiving Specific Guidelines)、以及 Questions for 
Selectors for BEOnline Plus 等四份電子文件，然後再依照不同的主題事件

分別訂定合適的選擇指南，詳細內容可參考第五章。 

除上述比較之外，研究者發現到 PANDORA 計畫在網站蒐集方面，不

將組織的線上資訊目錄包含在內。其認為 PANDORA Archive 是一個專門

以蒐集已出版資料為主的網路文件典藏計畫，不考慮典藏所有澳洲政府機

構的網站資源，而是著重於那些透過網站所出版的澳洲政府線上出版品資

料。 

關於典藏品數量的部分，由於採用的選擇決策不同而有所不同。

PANDORA 是以選擇式蒐集線上出版品與網站資源，MINERVA 則先建立

主題事件與蒐集期間，再以一個網站為單位，自動化擷取工具自動每日、

每週或每月擷取一次。 

（三）網站擷取方式 

PANDORA 網站典藏計畫結合選擇性蒐集方式和全域蒐集資料的方

式，將兩種蒐集方法的優點付諸實行。利用開放來源免費的軟體 HTTrack
擷取工具，採取選擇性的方式定期擷取有關於澳洲或.au 的網站資源。 

MINERVA 網站典藏則以一個完整的網站視為其蒐集與保存的單位，

係由許多檔案所構成的集合。蒐集網站的技術是利用鏡錄程式(Mirroring 
Program)下載網站的快拍(Snapshot)，並檢查快拍檔案是否有錯誤或反常的

現象，再使用 OCLC 資源編目軟體產生編目記錄，匯集至 LC 整合型圖書

館系統(ILS)。過去 MINERVA 計畫的雛形系統，主要採用與澳洲國家圖書

館相同的 HTTrack 免費來源網站擷取軟體，與網際網路聯盟(IA)合作蒐集

網站資源之後，MINERVA 計畫改為採用 IA 的開放來源網站擷取工具

Heritrix。參見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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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PANDORA 與 MINERVA 網站擷取方式之比較 

         計畫名稱 

項目 
PANDORA MINERVA 

擷取方式 選擇式+定期全域.au 主題式+全面蒐集 

擷取工具 HTTrack   HTTrack 

 Heritrix 

比較澳洲 PANDORA 與與美國 MINERVA 計畫網站擷取方式，相同之

處為：均採用免費的開放來源網站擷取軟體 HTTrack 作為其網站擷取之工

具；不同之處為澳洲 PANDORA 計畫的擷取方式為選擇式+定期全域擷

取；美國則為主題式和全面蒐集擷取，並改採 IA 提供之免費開放來源網

站擷取軟體 Heritrix 作為其網站擷取之工具。 

二、編目與 Metadata 

在網路資源編目方面，澳洲線上出版品的編目係依據 AACR2、
MARC、國會圖書館與 ABN 標準協會指南等標準，並根據 PANDORA 典

藏電子編目手冊(Archive Electronic Cataloguing Manual)實行。其編目的紀

錄皆產生於圖書館線上編目，且所有編目紀錄都將儲存於澳洲國家書目資

料庫中。 

美國 MINERVA 計畫則是以主題事件為主進行網站之蒐集與典藏，其

會為每一個主題網站建立館藏層次(Collection Level)的 AACR2 和 MARC
後設資料標準紀錄，並儲存於 LC 的整合型圖書館系統中。除了傳統的編

目方式之外，又以「後設資料物件描述架構」（Metadata Object Description 
Schema，簡稱 MODS）支援網站題名層次(Title-Level)的描述。（註3）參見

表 6-7。 

表 6-7 PANDORA 與 MINERVA 網路資源編目比較 

          計畫名稱 

項目 
PANDORA MINERVA 

編目依據 1. AACR2 

2. MARC 

3. 國會圖書館與 ABN 標準協會指南 

4. PANDORA 典藏電子編目手冊 

1. AACR2  

2. MARC 

3. M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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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紀錄的儲存 澳洲國家書目資料庫 LC 整合型圖書館系統 

在 Metadata 標準上，澳洲國家圖書館採用下列幾種後設資料標準：(1)
使用辨識物件特徵的 Metadata（包含技術性 Metadata）；(2)呈現與其他物

件關連的 Metadata；(3)改變歷史 Metadata 以記錄物件（或 Metadata）來源

的 Metadata；(4)保存性後設資料；(5)以及任何必須被管理的資料。並使用

了英國 CEDARS 計畫的後設資料標準、METS、MIX、Z39.87、NEDLIB
後設資料標準、澳洲國家圖書館後設資料標準、以及紐西蘭國家圖書館後

設資料標準。 

美國方面，除了使用 MODS 描述網路資源以外，為了要能夠使用數位

物件，亦支援後設資料編碼與傳遞標準（ Metadata Encoding and 
Transmission Standards，簡稱 METS）、後設資料權威描述標準（Metadata 
Authority Description Schema，簡稱 MADS）、以及 MIX，並採用「PREMIS
資料辭典」(Preservation Metadata: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Data Dictionary)
作為其保存性後設資料標準之參考。參見表 6-8。 

表 6-8 PANDORA 與 MINERVA 後設資料標準比較 

           計畫名稱 

項目 
PANDORA MINERVA 

Metadata 標準  英國 CEDARS 計畫後設資料標準 

 METS 

 Metadata for Images in XML(MIX) 

 Z39.87 

 網路化歐洲寄存圖書館(NEDLIB)後設資料標

準 

 澳洲國家圖書館後設資料標準 

 紐西蘭國家圖書館(NLNZ)後設資料 

 METS 

 MADS 

 Metadata for Images in 

XML(MIX) 

 PREMIS 資料辭典 

描述性 Metadata Dublin Core (DC) MODS 

保存性 Metadata NLA 保存性後設資料標準 PREMIS data dictionary 

（OCLC/RLG） 

根據上表比較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後設資料標準，相同

之處為皆採用後設資料編碼與傳遞標準(METS)與 Metadata for Images in 
XML(MIX)兩種後設資料標準；均使用描述性後設資料與保存性後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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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其數位資源。不同之處為澳洲國家圖書館以 DC 作為其描述性後設資

料標準，並自行發展保存性後設資料標準；美國則以 MODS 為描述性後設

資料，在保存性後設資料方面，則由 OCLC 與 RLG 共同發展之 PREMIS
資料辭典為其參考依據，而非自行發展保存性後設資料標準。在描述性後

設資料標準的部分，澳洲國家圖書館數位館藏參見表 6-9。 

表 6-9 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描述性 Metadata 之比較 

描述性 Metadata 標準 

 澳洲國家圖書館 美國國會圖書館 

 DC MODS 

1. 創作者(Creator) 姓名(Name) 

2. 類型 類型(Genre) 

3. 日期 位置(Location) 

4. 著作權說明 取用條件(Access conditions) 

5. 題名 題名(TitleInfo) 

6. 主題 主題(Subject) 

摘要(Abstract) 7. 描述 

實體描述(Physical Description) 

8. 來源 原始資訊(Origin Info) 

9. 語文(Language)  語文(Language) 

10. 刊次/頻率 內容目次(Table of Contents) 

11. 刊名 紀錄資訊(Record Info) 

12. 出版者 分類號(Classification) 

13. 關連 附註(Note) 

14. 內容格式 資源種類(Type of Resource) 

15. 出版者聯絡細節 相關款目(Related Item) 

16. 識別 識別(Identifier) 

17. PURL 擴充(Extension) 

18.  目標觀眾(Target Audience) 

19.  部分(Part) 

20.  擷取日期(Date Captured) 

根據上表比較，澳洲國家圖書館描述性後設資料 DC 與美國國會圖書

館描述性後設資料 MODS，相同的欄位有 9 項，包括：類型、權限管理/
取用條件、題名、主題、描述/實體描述與摘要、來源/原始資訊、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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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格式/資源種類、識別/識別號。由於兩種描述性後設資料所描述的物

件有所不同，澳洲國家圖書館採用的 DC 後設資料標準描述其數位館藏；

而美國 MINERVA 計畫所採用的 MODS 主要描述網站資源，故兩者欄位項

目不大相同。例如：DC 的創作者(Creator)不同於 MODS 的姓名(Name)，
前者所指是網路資源的產生者或作者；後者所代表的是一個檢索點。 

在保存性後設資料的部分，澳洲國家圖書館採用自行發展的保存性後

設資料標準，共有 25 個高階項目、部分項目、以及次項目等；美國國家

圖書館則參考 OCLC 與 RLG 在 2005 年所公布的 PREMIS 資料辭典為其保

存性後設資料標準，PREMIS 從智慧實體、權限、物件、保存仲介與事件

五個層面發展其後設資料元素。參見表 6-10。 

表 6-10 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保存性 Metadata 之比較 

保存性 Metadata 標準 

澳洲國家圖書館 美國國會圖書館 

NLA 保存性後設資料項目 PREMIS 

永久識別 

產生日期 

結構類型 

複雜物件之技術性架構 

檔案描述 

已知系統需求 

安裝需求 

儲存資訊 

取用限制 

檢索及搜尋工具、便利查檢之工具 

典藏行動許可 

認證機制 

關連 

功能缺失 

典藏決策—概念 

決策理由—概念 

負責典藏機構—概念 

典藏決策—實體 

決策理由—實體 

分從智慧實體、權限、物件、保存仲

介與事件五個層面描述網站資源，架

構整個資源之保存性後設資料。 

若以一個完整的網站為例，其物件保

存性後設資料欄位可能會有下列幾

項： 

1. 物件識別 

2. 物件分類 

3. 物件特徵 

4. Creating Application 

5. 原始名稱 

6. 儲存、環境 

7. 簽章資訊 

8. 關連 

9. 連結事件實體識別 

10. 連結智慧實體識別 

詳見附錄五、MINERVA 網站保存性後設

資料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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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歸檔機構—實體 

使用類型 

典藏責任機構 

處理過程 

紀錄產生者 

其他 

比較澳洲與美國保存性後設資料，相同之處：均為保存數位資源而產

生保存性後設資料標準；不同之處：澳洲為自行開發保存性後設資料標

準，美國則採用 OCLC 與 RLG 發展的 PREMIS 資料辭典作為依據；此外，

NLA 保存性後設資料標準提供 25 項高階項目，美國則提供概念性的架構。 

三、數位典藏庫 

澳洲國家圖書館為了數位資源的典藏與保存，依據 OAIS 參考模式，

建置了下列幾個不同功能的數位典藏庫：(1)「數位物件儲存系統」（Digital 
Object Storage System，簡稱 DOSS），用於儲存與更新資料數位物件；(2)
「數位館藏管理系統」（Digital Collection Manager，簡稱 DCM），管理 NLA
數位化計畫和聲音保存計畫(Sound Preservation Project)所產生的數位音訊

等物件，類似 Metadata 典藏庫與管理系統，可以管理大量的自動化保存程

序；(3)PANDAS 系統，負責典藏與管理 PANDORA Archive 蒐集的線上出

版品與網站資料。 

美國國家圖書館為了數位物件之使用與互通，根據 OAIS 參考模式找

出其需求並建立模型。從系統發展的觀點來看，其國家數位新聞報紙計畫

(National Digital Newspaper Program)將使用 FEDORA 作為其數位檔案臨床

階段的基礎架構。美國國會圖書館與 NDIIPP 計畫伙伴則尚在進行數個典

藏庫的測試，包括常用的 DSpace、FEDORA，以及 aDORe、LOCKSS 以

及 OCLC 數位典藏(DIAS)等。（註4） 

比較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在數位典藏庫發展，相同之處

均為採用美國太空資訊系統諮詢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Space 
Data Systems，簡稱 CCSDS）發展， 2003 年國際標準組織(ISO)認證(ISO 
14721: 2003)之「開放性典藏資訊系統」（Open Archival Information System，

簡稱 OAIS）參考模式，作為數位典藏庫與數位保存流程之參考依據，OAIS
參考模式也是目前數位保存唯一的官方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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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永久取用之比較 

一、提供服務 

澳洲國家圖書館利用數位典藏庫的概念提供澳洲數位館藏取用服

務，包括：管理數位化館藏的「數位館藏管理系統」(DCM)、擷取與管理

數位物件的「數位物件儲存系統」(DOSS)、以及管理 PANDORA 網站典藏

數位資源的「PANDAS 系統」。（註5） 

美國國會圖書館支援多種不同 Metadata 架構發展，提供數位資源長期

保存與永久取用之服務，亦著重提供系統整合多工複雜的數位保存工作流

程；轉置、模擬保存管理功能；要求產生詳細的保存與取用報告；以及提

供無縫式(Seamless)取用分散式館藏與其複本；提供安全的儲存環境；適當

取用有限制條件或有著作權保護之內容；自動化工作流程管理等多項服

務。 

二、提供取用 

澳洲國家圖書館數位化館藏透過圖書館線上目錄進行檢索、查詢與取

用；網站與線上出版品等數位資源則透過 PANDORA Archive 網站進行各

種瀏覽與查詢。PANDORA 提供主題式瀏覽、條列式瀏覽與 A-Z 英文字母

瀏覽；提供簡易檢索與進階檢索查詢。檢索結果以數字、英文字母先後順

序及相關程度大致小排列，並直接呈現款目連結，而沒有書目紀錄的呈現。 

美國國家圖書館網站典藏資源透過 MINERVA 計畫保存與取用。由於

MINERVA 計畫共發展 17 個主題子計畫，目前僅能取用四個主題計畫之網

站資源，其他則尚未建置或未開放取用。四個主題子計畫的檢索介面係由

IA 與 WebArchivist.org 所發展，並由國會圖書館策略計畫辦公室(OSI)之資

訊科技服務部(ITS)負責線上與離線取用的控制機制。四個主題計畫各提供

其瀏覽或檢索功能，稍有不同差異。檢索結果以 MODS 書目紀錄欄位呈

現，並提供網站連結點。 

比較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之數位資源取用，相同之處

為：均提供數位資源取用介面，均提供瀏覽與檢索功能，首頁均以主題分

類，均提供數位資源網路連結點。不同之處為：澳洲 PANDORA 計畫未呈

現書目紀錄，而美國 MINERVA 計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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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保存策略與技術 

澳洲國家圖書館依照數位物件產生的來源不同，而採取不同的策略和

作法。其將數位物件區分為澳洲國家圖書館內部所產生的數位物件，以及

澳洲國家圖書館外部所產生的數位物件。對於圖書館內部所產生的數位物

件，選擇生命週期較長的儲存格式來保存其數位物件，約到儲存格式之壽

命時，採轉置策略一併移轉於新的儲存媒體中；對於圖書館外部所產生的

數位物件，非圖書館所能控制的情況下產生，故無法在物件產生時自行選

擇儲存格式與保存方法。目前在數位保存所採用的技術方面，澳洲國家圖

書館認為主要有轉置、依需求轉置(Migration on Demand)、以及模擬等三

種方法。（註6）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數位保存策略有三種：(1)位元的保存；(2)內容的保

存；與(3)經驗的保存(Preservation of Experience)。在數位保存技術上，一

般原生數位資源採「更新」與「轉置」兩種保存技術，對於網站資源則採

「更新快拍檔」(Refreshing the Snapshot Files)與「轉置」兩種保存技術方

法。（註7）參見表 6-11。 

表 6-11 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數位保存策略與技術之比較 

 澳洲國家圖書館 美國國會圖書館 

保存策略 1. 依數位物件產生來源之不同採取不同的

策略： 

(1) 國家圖書館內部 

(2) 國家圖書館外部 

2.  位元(Bit-Level)的保存 

1. 位元的保存 

2. 內容的保存 

3. 經驗的保存 

保存技術 1. 轉置 

2. 依需求轉置(Migration on Demand) 

3. 模擬 

1. 更新 

2. 轉置 

在保存策略方面，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均重視數位物件

位元的保存，然而，美國方面更期望做到內容與經驗之保存；在保存技術

方面，兩國均採轉置策略，而澳洲另外採用依需求轉置與模擬，美國則採

更新策略。 

四、軟體與系統 

澳洲國家圖書館與 WebObjects 發展網站典藏管理系統與軟體，利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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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來源蒐集器(Open Source Harvester)HTTrack 擷取網路資源；利用數位物

件儲存系統(DOSS)的應用儲存管理（Application Stored Management，簡稱

ASM）軟體處理儲存流程；利用阿帕契(Apache)網站伺服器線上傳遞資料

則；利用 Oracle 資料庫儲存 Metadata。 

美國國會圖書館 MINERVA 網站典藏計畫，在網站徵集的部分，採用

Internet Archives 發展之開放來源蒐集器(Open Source Harvester)「Heritrix」
軟體擷取網站資源；網站資源的選擇與權限認可系統採用 2006 年 9 月紐

西蘭國家圖書館公布之網站擷取工具（Web Capture Tool，簡稱 WCT），是

一種開放來源網站蒐集管理系統(Web harvesting management system)；在網

站資源取用的部分，LC 採用「WERA」及「回到過去」(Wayback)兩種取

用工具，以及搜尋引擎「NutchWAX」。而所有網站資源之徵集、取用與儲

存的技術環境是以開放平台 Linux 架構為基礎。（註8） 

五、取用策略與限制 

澳洲國家圖書館數位物件取用策略分為取用版與保存版兩種層級。

PANDORA Archive 中的資源提供任何人上網免費取用，少部分（約 2%）

款目的取用受到商業因素限制，而大部分的款目皆可以透過圖書館主要閱

讀區中的個人電腦免費使用。 

MINERVA 計畫的取用分開放取用的網路資料，以及設定取用限制條

件的網站資料兩種取用類型。不過，其較關注的仍是免費提供開放取用的

網路資料。參見表 6-12。 

表 6-12 PANDORA 與 MINERVA 取用策略與限制之比較 

       計畫名稱 

項目 

PANDORA MINERVA 

取用策略 
 取用版 

 保存版 

 開放取用的網路資料 

 設定取用限制條件的網站資料

取用限制 
視資料類型、權限、許可與限

制而訂定。 
視使用者權限、許可與限制而訂定。

比較澳洲 PANDORA 計畫與美國 MINERVA 計畫之取用策略與限制，

相同之處：取用策略皆提供取用版，並鼓勵資源開放取用；在取用限制方

面，均視資料類型、權限、許可與限制而訂定。不同之處為取用策略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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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ORA 計畫有設定保存版，用於永久典藏與保存之用，美國則無。 

第五節 促成因素之比較 

本節首先就促成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數位保存計畫之

因素，分別歸納促成兩國數位保存得以發展之因素，最後將兩國數位保存

計畫之促成因素進行比較。 

一、澳洲國家圖書館數位保存計畫之促成因素 

研究者歸納澳洲國家圖書館數位保存計畫之促成因素，主要有下列 9
項： 

1. 著作權法促成國家圖書館擔負起法定寄存的責任。澳洲《1968 年著作

權法》(Copyright Act 1968)規定其出版者、出版商於澳洲所出版的每一

種圖書館資料，都有義務複製出版品每一種版本各一件複本，並將其

作品複本呈繳給澳洲國家圖書館，以及適當的州立、領地圖書館典藏。

（註9）所謂圖書館資料，定義為個人出版品、商業性出版品，以及私

人社群組織的出版品，如：圖書、週期性資料、報紙、手冊、樂譜、

地圖、規劃圖、圖表、戲劇類資料、音樂劇或藝術作品等。 

2. 重視數位保存與取用。澳洲國家圖書館欲找出重要的數位館藏管理資

訊；發展數位保存政策，定義數位保存活動的指南與原則；仔細地對

數位館藏進行風險評估；利用包含數位保存行動的計畫開啟數位保存

活動之先導；有長期穩定進行的計畫，發展管理數位館藏保存的工具、

程序與基礎建設；長期發展數位保存；嘗試透過各種方法共享數位保

存資訊，將其數位館藏透過圖書館目錄與 PANDORA 網站提供取用。 

3. 推動線上出版品法定寄存。1995 年，澳洲國家圖書館與國家影音檔案

館(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召開聯合仲裁協議會，組成「著作

權法評鑑委員會」(Copyright Law Review Committee)，重新檢視著作

權法以尋求法定寄存原則的支持、瞭解、延伸法定寄存出版品的範圍

（包括所有電子格式出版品）、延伸出版品的定義。並於 1999 年 2 月，

提出具體建議：(1)圖書館資料的定義應延伸包含聲音視訊資料以及以

數位形式呈現的資料；(2)所有資料的寄存仍然是義務；(3)關於寄存資

料的儲存，國家圖書館與國家影音檔案館不需要尋求著作權擁有者的

授權與批准；(4)在已修正的寄存架構之下，寄存資料可在設定限制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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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取用的基礎下提供取用；硬碟複本與電子資料應僅能在典藏機構的

檢查下才得以取用。 

4. 落實線上出版品的寄存。由於無明確的數位資源法定寄存制度，故澳

洲國家圖書館對於其數位館藏必須分別徵得出版者之同意才得以複製

典藏，現已和部分出版者簽訂線上出版品自願寄存之協定，並進一步

協商蒐集線上出版品之權利。 

5. 訂定國家數位館藏政策與數位保存政策。澳洲國家圖書館發展數位保

存活動，首先訂定國家數位館藏政策與目標，並訂定數位保存政策等

大方針，當政策、程序與工具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才邀請澳洲其他州

立圖書館參與網站典藏數位保存的徵集、選擇、典藏、取用與維護等

工作。在這一點，澳洲國家圖書館在扮演國家數位保存計畫之領導角

色，十分成功與重要。 

6. 完善的數位保存計畫。1996 年澳洲發展 PANDORA 計畫，企圖蒐集澳

洲重要的線上出版品與網站資料。首先，成立澳洲線上出版品評選委

員會，用以訂定澳洲國家圖書館數位館藏選擇指南。內部設立電子小

組（Electronic Unit，簡稱 EU），擔負起支援長期取用澳洲線上出版品

的政策和程序的發展與責任，負責所有出版品的管理工作，包括：鑑

定、選擇、與出版者協商、編目與典藏等。開發 PANDORA 業務程序

模式（Business Process Model，簡稱 BPM）。 

7. 訂定數位保存策略目標。澳洲國家圖書館設定七項數位保存策略性目

標，包括：(1)瞭解數位館藏管理資訊；(2)發展數位保存政策，定義數

位保存指南與原則；(3)數位館藏風險評估；(4)發展數位保存計畫；(5)
發展管理數位館藏保存的工具、程序與基礎建設；(6)與其他機構發展

數位保存；(7)共享數位保存資訊。 

8. 完善的網站擷取政策。PANDORA 網站典藏計畫結合選擇性蒐集方式

和全域蒐集資料的方式，將兩種蒐集方法的優點付諸實行。利用開放

來源免費的軟體 HTTrack 擷取工具，選擇性定期擷取有關於澳洲或全

域蒐集.au 的網站資源。 

9. 完善的保存性後設資料(Preservation Metadata)架構與發展。澳洲國家

圖書館 1999 年發展其保存性後設資料項目，一共有 25 項高階項目其

次項目等，雖然用語與其他國家之保存性後設資料有異，但可容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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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 OAIS 參考模式。其保存性後設資料項目影響澳洲國家圖書館

PANDORA 網路資源典藏與保存計畫之發展。 

二、美國國會圖書館數位保存計畫之促成因素 

研究者歸納美國國會圖書館數位保存計畫之促成因素，主要有下列 14
項： 

1. 著作權法促成國會圖書館擔負起法定寄存的責任。美國著作權法的執

行機構為著作權局，其掌管各種圖書資料之著作權登記，管理美國著

作權法以及有關於寄存的活動。而著作權局又隸屬於美國國會圖書

館，故促成國會圖書館單負起法定寄存責任的主要國家級機關單位。 

2. 國會圖書館的角色促成其擔負起數位保存計畫的責任。美國國會圖書

館原只是單純提供立法參考服務的議會圖書館，後來逐漸發展成為全

國學術界、圖書館界與一般民眾的國家圖書館，兼具議會圖書館與國

家圖書館雙重角色。其向來以服務美國國會、學者專家、研究者、美

國公民等資訊需求為宗旨，提供高品質的知識服務，為人類保存了完

整的文化智識遺產，應當擔負起數位保存之責任。 

3. 美國國會圖書館重視數位資源法定寄存問題。美國國會圖書館透過著

作權法，而有責任保存作品最好的版本至少一種以上的形式，擔負法

定寄存之責。數位時代中，數位保存日益重要，美國對於線上出版品、

網站、資料庫等原生數位資源並未訂定法定寄存制度。國會圖書館著

作權局乃著手進行有關於電子著作權註冊和寄存的先導計畫，並於

1988 年開始要求寄存磁帶、光碟和微縮資料；1993 年建立 CD-ROMs
自願寄存協議；2001 年電子書自願寄存。但至今仍無有關於強制或義

務寄存線上電子出版品的寄存法與規定。因此，目前在蒐集與擷取數

位資源產生複本的同時，必須先徵得產生者的同意。 

4. 美國記憶與國家數位圖書館計畫成為數位保存計畫之先導。美國國會

圖書館自 1994 年執行國家數位圖書館計畫（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Program，簡稱 NDLP）以來，其中一項主要成果即為美國記憶計畫

(American Memory Project)，該計畫是一個大型數位化計畫，使美國國

會圖書館的館藏可以透過網際網路提供全球的使用者取用，獲得全國

甚至全球使用者的支持與喜愛，廣受好評。而 NDLP 計畫中所建立的

數位化過程、永久辨識 (Persistent Identification)與儲存管理(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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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廣泛被應用到其他有關數位內容取用的計畫。（註10）有

了美國記憶計畫與國家數位圖書館計畫之成功經驗與成果，促成美國

國會圖書館奠定了國家數位資訊基礎建設與保存計畫、MINERVA 計

畫等發展。 

5. 國會圖書館行政體系促成其較易於爭取各項發展經費。國會圖書館組

織龐大、體系複雜，其行政體系與圖書館界的地位隸屬於美國國會，

故較為能夠受惠於國會通過各種相關立法案，進行擴展規模計劃，爭

取到相關經費。 

6. 重視數位保存觀念。數位時代來臨，數位資源大量以數位形式增加，

且越來越多數位資訊內容重要卻沒有任何實體形式的資料格式存在。

今日所檢索取用的資料，可能在明日便無法再次取用，網站連結失效、

內容遺失、媒體格式改變、軟體程式更新、硬體設備更新，使得重要

的數位資源無法辨識讀取，造成社會大眾損失，於是開始關注數位保

存的重要性。 

7. 面對數位保存挑戰產生國家數位保存計畫構想。2000 年 12 月，國會

贊助 1 億元委託國會圖書館規劃國家數位策略計畫，發展 NDIIPP 計

畫。發展國家策略、蒐集、典藏與保存大量產生的數位內容，尤以原

生數位資源為主。 

8. 訂定數位保存策略目標。美國國會圖書館設定：(1)辨識與選擇具風險

性的原生數位內容；(2)建立與支援數位保存伙伴網；(3)發展與應用在

數位保存用途之工具、模型、方法和服務；(4)鼓勵並支援數位保存公

開政策；(5)傳播數位保存重要的觀念等五項數位保存策略性目標。 

9. 重視網路資源的保存與典藏，而發展若干計畫推動。2000 年發展「網

際網路電子資源虛擬典藏計畫（Mapping the INternet Electronic 
Resources Virtual Archive，簡稱 MINERVA）」。在龐大而複雜的網路世

界中，建立有關於美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科技等層面相關的

主題網站典藏計畫，以保存人類文化知識的遺產。 

10. 明確的數位保存館藏政策與選擇標準。美國國會圖書館產生「電子資

源館藏發展說明」、「網站擷取與典藏」、「網站擷取與典藏特別指南」、

以及〈Questions for Selectors for BEOnline Plus〉四種有關於電子資源

館藏發展與選擇標準的參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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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採取合作蒐集數位資源的策略，建構國家伙伴網。NDIIPP 計畫的策略

之一，即是與國內大學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等資訊服務機構，甚

至擴及國際間網際網路聯盟(IA)、國際網際網路保存聯盟(IIPC)等建立

合作伙伴聯絡網，朝向數位保存研究、數位保存技術工具與架構、辨

別與選擇具風險性的原生數位內容等目標策略一一達成與實踐。 

12. 免費的擷取網站工具。國會圖書館採用 HTTrack 軟體來下載網站快拍

檔案，其可爬梳網站中所有檔案與連結，下載網站中的網頁直到整個

網站都已被複製起來，包括文字檔、影像檔、影音檔、執行程式檔、

後設資料檔與樣式檔(Style Sheets)等。 

13. 實際採取數位保存技術策略。美國採用更新網站快拍檔與轉置

(Migration)策略，使數位資源得以延長生命週期進而長期保存，使其

能提供永久取用的服務。 

14. 明確的後設資料標準與架構。美國國會圖書館支援多種不同 Metadata
架構，包括：METS、MODS、MADS、以及 MIX。並採用 PREMIS
資料辭典作為其保存性後設資料標準。 

三、比較兩國國家圖書館數位保存計畫之促成因素 

研究者歸納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數位保存計畫之促成

因素，主要有下列 15 項共同因素： 

1. 著作權法促成國家圖書館擔負起法定寄存的責任。澳洲《1968 年著作

權法》(Copyright Act 1968)規定出版者、出版商於澳洲所出版的每一種

圖書館資料，都有義務複製出版品每一種版本各一件複本，並將其作

品複本呈繳澳洲國家圖書館，以及適當的州立、領地圖書館典藏。美

國 1976 年著作權法提出在符合某些條件的情況下，為了保存或替換的

目的，得以允許圖書館重製創作者的著作，並規定著作權擁有者須呈

繳作品至少一本給國會圖書館典藏。 

2. 重視數位保存問題。圖書館過去除了典藏傳統的圖書館資料以外，受

到資訊科技變遷之影響，發現透過網路資源取用資源的次數更為頻

繁，圖書館也應為社會大眾選擇網路資源與線上出版品。對於數位資

源的多變與容易遺失等特性，也是促使兩國開始重視數位資源長期保

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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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視數位資源法定寄存。現階段兩國在著作權法均未包含線上出版品

之法定寄存原則，但仍十分關注於數位資源法定寄存規定之發展。例

如：澳洲北領地州立圖書館訂定該州出版者、著作權擁有者需呈繳數

位資源。美國國會圖書館著作權局則進行有關電子著作權註冊和寄存

的先導計畫，期望從此角度切入與出版者或著作權擁有者達成協議，

進而才能修訂著作權法。 

4. 數位資源自願寄存協議。澳洲國家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自 1988 年開

始要求寄存磁帶、光碟和微縮資料等離線數位出版品；1993 年建立

CD-ROMs 的自願寄存協議；2001 年則開始寄存電子書；現則有博碩

士論文電子版寄存之協議。 

5. 落實國家數位保存計畫。為了提供數位資源長期保存與永久取用，必

須從政策、技術、策略、系統、經費、組織、法律等各種面向發展國

家數位保存計畫。澳洲國家圖書館發展 PANDORA 計畫，建構國家數

位館藏政策、數位保存政策，訂定數位保存策略目標等；美國國會圖

書館發展 NDIIPP 計畫，發展國家數位保存策略，蒐集、保存與提供

原生數位資源取用。 

6. 落實網站典藏保存計畫。澳洲國家圖書館發展 PANDORA 計畫，將澳

洲線上出版品與網路資源進行典藏與保存；美國國會圖書館則發展

MINERVA 計畫，著重美國重要的主題事件網站典藏。 

7. 採合作蒐集數位資源的策略。數位資源保存相當複雜與困難，包括數

位資源的辨識、蒐集、保存、維護、提供取用等工作，非任何單一機

構或組織能夠獨立完成，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在面臨數

位資源保存的問題時，均著重採取合作的方式，前者除 NLA 本身以

外，還有九所州立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機構合作；後者則與 IA 合作蒐集

與擷取網站資源。 

8. 研訂所需的描述性後設資料標準。澳洲國家圖書館採 Dublin Core 描述

其數位館藏，一般線上出版品用到 17 項欄位；在政府網站出版品的部

分，則用了 23 項欄位。美國國會圖書館採 MODS 為數位資源描述性

後設資料標準，最高層次的資料元素共有 21 項欄位。 

9. 採用多種 Metadata 架構。澳洲國家圖書館主要使用了下列幾個後設資

料標準：英國 CEDARS 計畫的後設資料標準、MET 或 Z39.87、NED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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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設資料標準、澳洲國家圖書館後設資料標準、以及紐西蘭國家圖書

館後設資料標準。美國國會圖書館則支 METS、MODS、MADS、以

及 MIX 等多種不同 Metadata 標準。 

10. 研訂保存性後設資料標準。澳洲國家圖書館 1998 年自行開發保存性後

設資料項目；美國國會圖書館採非自行開發之 OCLC 與 RLG 發展的

「PREMIS 資料辭典」作為其保存性後設資料標準。不論保存性後設

資料以什麼模式發展，其內涵幾乎都可對應到 OAIS 參考模式，基本

的項目包括：識別、產生/建立日期、更動歷史、建立原因、關連、認

證資訊、物件格式等。 

11. 數位保存技術策略。澳洲主要是採轉置與模擬兩種策略；美國採用更

新與轉置策略。 

12. 採用唯一的數位保存官方標準 OAIS 參考模式。不論在建置數位典藏

庫或作為保存工作的參考規範，澳洲與美國均依據 OAIS 參考模式的

概念，建構合適於該國或數位資源類型的數位典藏庫架構。 

13. 採用 HTTrack 網站擷取工具。HTTrack 網站擷取工具，是一種開放性

來源免費擷取網站的蒐集器，只需要輸入網址 URL 連結，蒐集器便會

將網站的所有外部連結、物件、圖像、文字等一併抓取存檔。目前在

自動擷取網站的部分，澳洲 PANDORA 計畫與美國 MINERVA 計畫均

採用之。 

14. 重視數位資源的永久取用。澳洲與美國的數位資源保存活動，不僅重

視數位資源的長久保存與典藏之外，更主張免費公開取用。除非未取

得出版者或寄存者同意公開取用，或其他特殊原因之資料，均傾向提

供免費全世界取用的服務，才能達到長期取保存之意義與永久取用之

目的。 

15. 合宜的數位資源取用策略。澳洲與美國在數位資源取用策略上，將所

蒐集的數位資源分為取用版與保存典藏版，或將區分為開放取用網站

與限制取用網站。 

研究者歸納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數位保存計畫，主要有

下列 3 項不同之處： 

1. 國家數位保存計畫發展方式不同。澳洲國家數位保存計畫 PAND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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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線上出版品與網路資源的典藏，自行開發或與國際合作建置數位保

存政策、策略、技術、工具、典藏庫等，其他 9 間合作伙伴圖書館則可

共享 NLA 一切資源，唯在蒐集線上出版品與網路資源的部分需要各盡

其力，分別典藏屬於該州立政府或當地特色之數位資源。美國國家數位

保存計畫 NDIIPP 著重六種原生數位資源之保存，於公私領域相關組織

機構尋求合作伙伴，共同研究與開發數位保存相關政策、標準、技術等，

甚至擴及國際間網際網路聯盟(IA)、國際網際網路保存聯盟(IIPC)等建

立合作伙伴聯絡網，主導與參與許多數位保存活動之計畫。 

2. 網路資源典藏計畫不同。澳洲 PANDORA 計畫著重與澳洲相關之線上

出版品與網路資源，包含網頁、電子期刊等資料；美國 MINERVA 計畫

則是以主題事件蒐集網站資源為主，係以典藏完整的網站為一個典藏單

位，而非以蒐集單一網頁為主。 

3. 數位資源選擇決策不同。由於網路資源眾多，國家圖書館並不企圖蒐集

全部的線上出版品或網站資源等，因此，澳洲 PANDORA 計畫數位資

源採選擇式蒐集，著重澳洲相關的線上出版品與網路資源，尤以政府線

上出版品為主，為了避免遺漏重要資源，另外採取定期全域擷取.au 網

站之資源；美國 MINERVA 計畫則採主題式蒐集與全面網站擷取的方式

徵集與美國相關之重要主題事件網站，先建立重要的主題事件，再進行

網站全面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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