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7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論文研究目的旨在瞭解國家數位資源保存與數位典藏庫的意義與

內涵；探討兩國國家圖書館在數位保存的角色、任務、法定寄存制度、數

位保存計畫、數位資源選擇標準、數位典藏庫、保存策略及方法；比較兩

國法定寄存制度、數位保存計畫、數位典藏庫、數位保存策略與方法；對

我國未來發展數位保存提出建議。 

透過比較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數位保存計畫之研究，將

本研究結果作一結論；接著針對本研究過程中的結果與發現提出建議，並

給予我國發展數位保存活動之建議；最後根據本研究限制及研究未盡之處

提出進一步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將依據本論文研究問題，歸納下列幾點結論： 

一、 國家圖書館數位保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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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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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圖書館乃

開始意識到數位資源保存的重要性，認為數位保存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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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眾多的數位資源類型中，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均特別關注於

原生數位資料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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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數位保存計畫而言，不論澳洲或美國的各項數位保存活動與計畫，

兩國國家圖書館均參與其中，並多半擔負國家數位保存活動中領導的角

色，更積極參與國際數位保存活動。自 1995 年澳洲國家圖書館開始意識

到數位資源保存的重要性，便成為全世界第一個開始進行數位資源保存活

動的國家圖書館，積極發展澳洲國家數位館藏政策、推動線上出版品法定

寄存政策、訂定數位保存策略、建置數位典藏庫與系統架構、建立澳洲保

存性後設資料等，並提供成果與資源予該國各州立圖書館與會員圖書館共

享，以達到共同蒐集與保存數位保存資源的合作機制。 

美國國會圖書館則在 2000 年建立國家數位資訊基礎建設與保存計畫

與網際網路電子資源虛擬典藏計畫，著重先建立一個國家數位保存伙伴

網，招募大學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等資訊服務機構共八個聯盟，共同

合作發展數位保存工具、技術、架構、模式、數位保存研究、蒐集與辨識

六種原生數位資訊數位內容等工作，共同為數位保存付出與貢獻。雖然澳

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在推動與實際進行數位保存計畫的方式

不同，也有各自的發展狀況與成果。然而因為國家圖書館的自發自覺，加

上國家的支持與推動，使其國家圖書館能夠擔負起全國甚至國際間的數位

保存活動領導角色，對數位保存之貢獻良多。 

二、 法定寄存制度與數位資源寄存問題 

澳洲國家圖書館以《1968 年著作權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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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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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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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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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法定寄存制度源自其著作權(Copyright)，其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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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種，而影響法定寄

存政策最大的乃是 1976 年的著作權法。其允許圖書館在符合某些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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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為了保存或替換的目的可以重製著作，第 106 節〈Exclusive rights 
in copyrighted works〉更規定著作權擁有者必須執行或授權其他人進行：(1)
複製作品複本或唱盤；(2)根據該作品籌備衍生作品；(3)貢獻作品的複本或

唱盤；(4)履行作品公開原則；(5)展示作品；(6)聲音紀錄透過數位聲音傳

送履行作品公開原則。 

然而，面臨數位時代來臨，數位保存日益重要，美國與澳洲對於線上

出版品、網站或資料庫等原生數位資源，均尚未明確規範其法定寄存呈繳

原則。 

三、 成功數位保存計畫之推動 

在澳洲，國家圖書館現在參與的國家數位保存相關活動與計劃有

PANDORA 計畫。在美國方面，國會圖書館參與的國家數位保存相關活動

與計劃有：2000 年 12 月由美國國會委託國會圖書館主導之「國家數位資

訊基礎建設與保存計畫」(NDIIPP)、組成著作權法第 108 節研究小組、建

置國家音訊轉換中心、2000 年發展 MINERVA 網站典藏計畫等。 

四、 數位資源館藏政策與選擇指南 

在館藏政策方面，澳洲 PANDORA 計畫發展 NLA 線上出版品館藏發

展政策；美國 MINERVA 計畫則有網站擷取與典藏政策。在選擇指南方面，

澳洲 PANDORA 計畫訂定其選擇指南包括：一般選擇原則與優先選擇館藏

原則。其他合作圖書館與合作機構，則參考澳洲國家圖書館之選擇指南，

各自訂定蒐集該州或該館特色之選擇指南。美國 MINERVA 計畫有國會圖

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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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份電子參考文件，

再根據主題事件蒐集範圍之不同，視情況訂定不同之選擇指南。 

五、 網路資源編目標準 

在網路資源編目標準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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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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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中。美國 MINERVA 計畫則是以主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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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設資料架構紀錄，並儲存於 LC 的整合型圖書館系統(IL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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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Metadata 標準 

澳洲國家圖書館描述數位館藏（包括線上出版品）採用的 Metadata 標

準為 Dublin Core，在 Metadata 架構方面，澳洲國家圖書館重視下列幾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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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採用英國 CEDARS 計畫的後設資料標準、METS、Metadata for 
Images in XML(MIX)、Z39.87、網路化歐洲寄存圖書館（Networked European 
Deposit LIbrary，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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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夠使用數位物件，除了使用 MODS 後設資料架構描

述網路資源以外，支援後設資料編碼與傳遞標準(METS)、後設資料權威描

述標準、以及 Metadata for Images in XML(MIX)，並採用「PREMIS 資料

辭典」作為其保存性後設資料標準。 

七、 描述性後設資料 

澳洲 PANDORA 計畫採用 Dublin Core 作為其網路資源描述性後設資

料標準，使用的欄位包括：創作者、類型、日期、著作權說明、題名、主

題、描述、來源、語文、刊次/頻率、刊名、出版者、關連、內容格式、出

版者聯絡細節、識別、PURL 等 18 項；美國 MINERVA 計畫採用 MODS
作為其網站之描述性後設資料標準，使用的欄位包括：姓名、類型、位置、

取用條件、題名、主題、摘要、實體描述、原始資訊、語文、內容目次、

紀錄資訊、分類號、附註、資源種類、相關款目、識別、擴充、目標觀眾、

部分、擷取日期等 21 項。 

八、 保存性後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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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國家圖書館採自行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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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圖書館非自行發展保存性後設資料

標準，而是依據 OCLC 與 RLG 發展之 PREMIS 資料辭典作為其保存性後

設資料標準，PREMIS 係從智慧實體、權限、物件、保存仲介與事件五個

層面來發展其後設資料元素。 

九、 數位典藏庫 

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均依據「開放性典藏資訊系統」

（Open Archival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OAIS）參考模式，發展數位典

藏庫。澳洲國家圖書館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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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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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PANDAS 系統，典藏與管理

PANDORA Archive 蒐集的線上出版品與網站資料。美國國家圖書館與

NDIIPP 計畫伙伴則尚在進行 DSpace、FEDORA，以及 aDORe、LOCKSS 
OCLC 數位典藏(DIAS)等數個典藏庫測試。 

十、 數位保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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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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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內部產生的數位物件，

通常選擇生命週期較長的儲存格式進行保存，直到儲存格式壽命到期，改

以轉置策略一併將物件與軟體移轉到新的儲存媒體或格式中；圖書館外部

產生的數位物件，圖書館無法在物件產生時自行選擇儲存格式與保存方

法，故無法加以規範格式，但是其數位物件仍然會被儲存起來，而未來圖

書館必須更加確定數位物件典藏的標準格式和品質。在數位保存技術上，

澳洲國家圖書館主要有轉置、依需求轉置(Migration on Demand)、以及模

擬等三種方法，視資料範圍及必須與否加以斟酌應用。但目前實際運用的

保存策略以位元(Bit-Level)的保存為主，轉置和模擬的技術則尚未實際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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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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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與(3)經驗的保存。位元的保存係指保存原件的位元組；內容的保存則

是保存文字內容或影像外觀；經驗的保存則指保存與數位資料的互動，包

括外觀與感受、動態元素的執行等。在數位保存技術上，國會圖書館對於

一般原生數位資源採用「更新」與「轉置」兩種保存技術，對於網站資源

則採以「更新快拍檔」與「轉置」兩種保存技術方法。 

十一、 數位保存取用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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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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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圖書館支援多種不同 Metadata 架構，

以提供數位資源長期保存與永久取用之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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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數位化館藏均自圖書館線上目

錄提供檢索、查詢與取用；網站與線上出版品等數位資源則透過 PANDORA 
Archive 網站與 MINERVA 網站進行瀏覽、查詢與取用。PANDORA 提供主

題式瀏覽、條列式瀏覽與 A-Z 英文字母瀏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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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目連結點，而無書目紀錄的呈現。美國 MINERVA 計畫提供四個主題之

網站瀏覽、檢索與取用服務，各提供瀏覽或檢索功能。檢索結果以 MODS
書目紀錄欄位呈現，並提供網站連結點。 

十二、 數位保存促成因素與策略 

歸納整理兩國數位保存促成因素與策略有下列 15 項：(1)著作權法促

成國家圖書館擔負起法定寄存的責任；(2)均重視數位保存問題；(3)皆重視

數位資源法定寄存；(4)現行數位資源採自願寄存協議與典藏；(5)均落實與

發展國家數位保存計畫；(6)落實網站典藏保存計畫；(7)採合作蒐集數位資

源的策略；(8)研訂所需的描述性後設資料標準；(9)採用多種 Metadata 標

準；(10)研訂保存性後設資料標準；(11)發展數位保存技術與策略；(12)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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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唯一的數位保存官方標準 OAIS 參考模式，建置國家數位典藏庫或提供

保存工作參考依據；(13)均採用免費開放來源 HTTrack 網站擷取工具；(14)
均重視數位資源的長期保存最終是要提供永久取用之目的；(15)數位資源

取用策略。 

第二節 建議 

一、 加強原生數位資料之研究 

本研究對照澳洲國家圖書館數位保存計畫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數位保

存計畫，其所處理的數位資源多半是原生數位資源類型之資料，例如：澳

洲國家圖書館發展「保存與取用澳洲網路文件資源」（Preserving and 
Accessing Networked Documentary Resources of Australia，簡稱 PANDORA）

計畫，著重於典藏澳洲政府線上出版品與網站等重要的原生數位資料為

主；美國國會圖書館亦重視原生數位資料的保存與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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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如何辨識與找到具有風險性的

原生數位內容、發展原生數位資源保存的工具、架構與方法、鼓勵並支援

原生數位資源保存公開政策、傳播原生數位資料保存的重要性，致力於各

種數位保存的研究。在實際上，則發展「網際網路電子資源虛擬典藏計畫」

（ Mapping the INternet Electronic Resources Virtual Archive ， 簡 稱

MINERVA），蒐集有關於美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層面之重

要事件的網站內容。國內近年來已開始注意到數位資訊資源長久保存的問

題，亦進行相關研究，但著重於原生數位資源的研究不多，仍有發展的空

間與必要。 

二、 建議我國國家圖書館推動數位保存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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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數位保

存工作十分複雜與困難，因此建議我國國家圖書館領導各界共同推動數位

保存計畫，訂定國家數位保存政策，並逐步建立我國數位館藏政策、數位

資源選擇指南、數位典藏庫、保存性後設資料標準、數位保存策略與技術、

以及數位資源取用介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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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我國國家圖書館進行網站典藏先導計畫 

我國在數位化典藏工作與計畫上行之有年，也有許多成果及貢獻，但

是對於原生數位資源的數位保存仍有繼續研究與發展的空間。在數位保存

活動與計畫上，欠缺實務經驗，又面對線上出版品與網路資源的龐大與複

雜，因此可先就網站典藏作一先導計畫。建議我國可如美國 MINERVA 計

畫，主要就一些重大的國家主題事件的網站進行蒐集，如：2008 年臺灣總

統大選，將非常重要的事件進行專題性蒐集與典藏，可以反應某一個事件

的全貌。因此，我國應在能夠反映臺灣社會、經濟、教育、文化、政治、

體育、科學等層面之重大事件上，建立專題性的網站收集與典藏先導計畫。 

四、 建議制訂我國數位館藏發展政策 

館藏發展政策是圖書館許多政策之基礎，未來應包含數位館藏之館藏

發展政策，說明數位資源或網站之選擇政策、評估使用者及其需求、數位

館藏使用調查、數位館藏評鑑、規劃資源共享、數位館藏的保存與維護、

數位館藏淘汰等有關館藏發展之活動。數位館藏發展政策應從館藏之選

擇、採訪、編目、典藏、取用與維護等層面訂定。 

五、 建議制定我國數位保存政策 

數位保存的政策可提供圖書館館藏保存一個綜述與概覽，以處理所有

層面的保存，並應用圖書館擁有的館藏。數位保存政策亦可提供館員館藏

管理之方針，也形成與其他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或外部資訊服務機構

等一個溝通的基礎。我國數位保存政策應說明我國數位保存之目的、圖書

館數位保存的責任與義務、保存政策說明（包含一般政策說明及館藏政策

說明、其他特殊政策說明等），說明館藏保存的範圍與性質、保存方法之

說明、數位館藏之使用、災害預防、館藏安全性、處理與運送說明、徵集

考量、數位保存政策之監督與檢視、數位保存政策責任與角色、訓練、展

覽與借展等。 

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建議 

本研究探討澳洲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數位保存近十年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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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與成果，完成本研究之目的。然而，由於人力與時間等因素，尚有未

盡之處，因此提出幾點進一步研究建議，以作為後續研究的參考。 

一、 著作權法與數位保存問題之研究 

本研究結果發現美國與澳洲的著作權法均與其法定寄存政策、及寄存

圖書館有所關連，換言之，亦即寄存圖書館（多半是國家圖書館）受到著

作權法中法定寄存政策之影響，成為國家所有出版物的法定寄存與永久典

藏機構。然而，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與澳洲的著作權

法對於數位資源尚無制定明確的法定寄存政策，使得數位保存之徵集、複

製、典藏與取用等活動多有所限制。因此，建議未來後續研究可持續觀察

有關於著作權法與數位保存活動方面，以及寄存圖書館與數位保存問題間

之發展。 

二、 數位資源保存性後設資料之研究 

建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比較美國國會圖書館採用之 PREMIS 資料辭

典，以及澳洲保存性後設資料等重要的保存後設資料，並參考我國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之保存性後設資料，以找到適合我國使用之保存

性後設資料架構。 

三、 有關網站典藏之研究 

建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針對與網站典藏流程相關之徵集、保存、維

護、取用、編目、網站典藏系統、擷取軟體等方面進行更為深入之研究與

探討。 

四、 數位典藏庫之研究 

數位典藏庫或稱為電子典藏庫(Electronic Repository)，是一種系統或系

統與系統的結合，用以提供數位典藏品長期的儲存與保存，使其能夠永久

取用。許多國家現在均在建置不同的數位典藏庫系統，大多處於測試階

段，未來將持續關注各國數位典藏庫之發展。有關於數位典藏庫之研究，

也是未來可以進一步研究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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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數位資源法定寄存政策的研究 

現在雖然各國未有明確的數位資源法定寄存政策，但根據研究發現，

各國均重視數位資源法定寄存政策的問題，實務上，有些圖書館已與部分

出版者達成數位資源寄存的協議與共識，然而，如果沒有法源依據與規

範，其實還有許多重要的數位文化遺產是資訊典藏服務機構所無法確實掌

握的。為了達成利益之雙方共識，以求全國人民最大之福祉，期使在法律

層面上能迅速通過，並有明確的數位資源出版品呈繳規定，使作者、出版

者與著作權擁有者和資訊典藏服務機構之間，有可依據的相關法源規範，

如此一來，利益雙方彼此均能為數位資源典藏與保存貢獻一己之力。不論

現今發展為何，數位資源法定寄存政策愈來愈重要，未來，研究者將持續

關注數位資源法定寄存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