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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PANDORA 計畫參與機構與數位資源選擇指南 

No. PANDORA 參與

機構名稱 
選擇指南內容 

1.  澳洲國家圖書館 澳洲國家圖書館目標在於典藏國家重要的題名，而其他州

立圖書館目標在於典藏他們州內或區域內重要的資源。 
一般選擇原則 
被選擇至 PANDORA 典藏的資料，必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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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可能處於澳洲的伺服器或海外的伺服器中，

因此，澳洲的著者來源或編輯來源是典藏所必須

的。此外，網路資源是否具有重要的內容也是決

定選擇與否的因素之一。 
優先選擇的館藏 
1. 聯邦與 ACT 出版品 
2. 第三教育機構的出版品(Publications of tertiar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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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選擇性典藏之外，國家圖書館亦在 2005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連續進行六個禮拜整個澳洲網域內資料的蒐集，

從 81 萬 1,523 個 hosts 中，蒐集到 1,850 萬筆文獻，以及

6.69TB 的原始資料(Raw Data)。 

2.  北領地圖書館與

資訊服務中心 
北領地圖書館將選擇性地蒐集領地所出版的網際網路出

版品，是所有計畫的機構中唯一有包括線上出版品者，包

括網路出版品、gopher 或 FTP 網站、或者透過電子郵件

和資料庫的網路資源。但不包括資訊搜尋服務、討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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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BBS 佈告版、以及新聞群組等來源之網路資源，並且

優先典藏具有長期研究價值的出版品，例如：北領地政府

出版品、北領地教育機構的出版品、會議論文、報告、電

子期刊。有關連續性出版品線上新聞、期刊和報告的新議

題和新版本都視為新的出版品並予以典藏，此外，網站的

選擇是有限制的，只要與現在社會或政治所關心的議題相

關的重要網站則會選擇性地被蒐集，例如：選舉網站、阿

拉費拉運動會(Arafura Games)網站（註1）等。 
一般選擇指南 
1. 州/領地的內容 

(1) 被選擇保存的作品，必須是： 
 有關於北領地的；  
 與北領地相關之重要的社會、政治、文化、宗教、

科學或經濟內容。 
(2) 欲蒐集的資料可能處於澳洲的伺服器或海外的伺服

器中，因此，著者來源或編輯來源同樣必須典藏起

來。 
2. 多個版本 

(1) 一般而言，當一個出版品同時有線上、紙本或微縮

資料的版本時，紙本或微縮資料優先典藏，紙本出

版品的線上版本通常在其具有重要的附加資訊或價

值時予以選擇。 
(2) 當資料同時有線上、CD-ROM 或軟碟版本時，大多

先選擇徵集線上版，如果內容或外觀有明顯差異

時，則所有版本都有可能被考慮蒐集，除非遇到技

術因素、重要的內容無法下載等情況，可能考慮以

實體格式的版本取代或附加線上版。 
3. 作者權威性與研究價值 

(1) 線上出版品作者具有權威性或內容具有長期研究價

值時，得以優先典藏。 
4. 社會和熱門議題 

(1) 除了具有作者權威性的出版品之外，其他提供與北

領地相關之社會、文化等方面之出版品，例如：嘉

年華會或其他事件等，得以優先蒐集。 
(2) 為特定事件或主題而建置的網站，亦得以優先蒐

集。 
5. 定義題名參數(Defining title parameters) 

(1) 網站上高度和低度連結都會被建立一個題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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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以作為保存和編目之目的。 
(2) 有時候較大的出版品或網站的元素本身可能沒有特

別價值或意義，但卻可能是有價值的資訊來源，在

這種情況之下，如果該大型網站符合指南規則，就

會被選入典藏。 
特殊種類資料的選擇指南，所要蒐集的資料包括：年報、

北領地政府出版品、數位化資料、教育類資料、展覽品、

社群網站、青少年出版品、文學作品、新聞報紙、機構組

織與個人網站、主題特色等。 
3.  昆士蘭州立圖書

館 
一般選擇指南：內容是主要的選擇決定因素，亦考慮作者

權威性以及資料的研究價值、是否與社會、熱門議題相

關。總而言之，有下列兩個主要的選擇標準： 
 作品必須與昆士蘭相關；或 
 與昆士蘭相關的重要社會、政治、文化、宗教、

科學或經濟主題。 
特殊種類資料的選擇指南，包括：昆士蘭政府出版品、年

報、教育類資料、展覽品、節日、會議、倫理社群網站、

青少年網站、機構組織與個人網站、新聞報紙、文學作品、

感性資料、其他格式（如：資料庫、新聞群組、討論群組），

目前資料庫類型的線上出版品尚未被典藏，當 PANDORA
能夠找到合適資料庫類型的解決技術時，未來將考慮把資

料庫納入典藏範圍之內。 
4.  新南威爾斯州立

圖書館 
一般選擇指南 
1. 內容 

(1) 資訊內容不論何種格式都應予以蒐集，資料項目應

能清楚呈現與其他館藏的關連，並根據圖書館館藏

發展政策作選擇。 
(2) 是否為與新南威爾斯相關的內容是最重要的一點。

被選入保存的作品，必須： 
 與新南威爾斯相關 
 與新南威爾斯相關的重要社會、政治、文化、宗

教、科學與經濟主題。 
(3) 可能是位於澳洲或海外伺服器之中； 
(4) 出版品必須有當地重視的內容； 
(5) 應是必要的、有權威性的、且對於現在與未來研究

者有益的內容； 
(6) 資料項目應是一般大眾或研究層級之內容； 
(7) 在特定主題的內容，應選擇較具有代表性者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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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之偏見。 
2. 版本：當線上出版品和其紙本或微捲資料不同或有重

要的格式附加說明時，紙本或微縮資料可取得。 
3. 格式 

(1) 作品格式應符合可接受的、普遍使用的技術標準與

數位格式。 
(2) 作品必須容易使用，並且最好不需要花費太多的訓

練。 
(3) 作品必須是利用現在的設備與操作系統便可取得。

(4) 出版於網際網路間或透過開放性電子郵件的格式才

會考慮選擇典藏，大型資料庫、圖書館目錄、搜尋

引擎、討論群組、BBS 佈告版、新聞群組或其他類

似的資料並不在目前圖書館典藏的範圍。 
特殊種類資料的選擇指南，包括：新南威爾斯政府出版

品、年報、數位化資料、教育類資料、展覽品、倫理社群

網站、青少年出版品、文學作品、新聞報紙、機構組織與

個人網站、Ephemera、主題特色（例如：原住民研究、建

築、藝術（包括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澳洲歷史與當地

歷史、澳洲文學包括兒童文學、澳洲參與世界大戰、傳記

與家族史、歐洲的發現與澳洲殖民地、運動等）。 
5.  維多利亞州立圖

書館 
cannot be found 

6.  南澳大利亞州立

圖書館 
一般選擇指南 
1. 南澳的內容 

(1) 被選擇保存的作品，必須是： 
 有關於南澳的； 
 或者為南澳作者所作的資料，且必須與南澳社

會、政治、文化、宗教、科學、經濟之重要性

議題相關之資料使得以典藏與保存。 
(2) 資料可能處於澳洲的伺服器或海外的伺服器中，因

此，南澳的著者來源或編輯來源是典藏所必須的。

此外，網路資源是否具有重要的內容也是決定選擇

與否的因素之一。 
2. 多個版本 

(1) 一般而言，當一個出版品同時有線上、紙本或微縮

資料的版本時，紙本或微縮資料優先典藏，紙本出

版品的線上版本通常在其具有重要的附加資訊或

價值時予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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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資料同時有線上、CD-ROM 或軟碟版本時，大多

先選擇徵集線上版，如果內容或外觀有明顯差異

時，則所有版本都有可能被考慮蒐集，除非遇到技

術因素、重要的內容無法下載等情況，可能考慮以

實體格式的版本取代或附加線上版。 
3. 作者權威性與研究價值 

(1) 線上出版品作者具有權威性或內容具有長期研究

價值時，得以優先典藏。 
4. 社會和熱門議題 

(1) 除了具有作者權威性的出版品之外，其他提供與南

澳相關之社會、文化等方面之內容，以及 
(2) 為特定事件或主題而建置的網站，得以優先蒐集。

特殊種類資料的選擇指南，包括：年報、南澳政府出版品、

數位化資料、教育類資料、展覽品、倫理社群網站、青少

年出版品、文學作品、新聞報紙、組織機構與個人網站、

感性資料、主題特色（例如：酒業、藝術、運輸業、兒童

文學）。 
7.  西澳大利亞州立

圖書館 
一般選擇指南 
1. 西澳的內容 

(1) 被選擇保存的作品，必須是： 
 有關於西澳的； 
 或者為西澳作者所作的資料，且必須與西澳社

會、政治、文化、宗教、科學、經濟之重要性

議題相關之資料使得以典藏與保存。 
(2) 資料可能處於澳洲的伺服器或海外的伺服器中，因

此，西澳的著者來源或編輯來源是典藏所必須的。

此外，網路資源是否具有重要的內容也是決定選擇

與否的因素之一。 
2. 多個版本 

(3) 一般而言，當一個出版品同時有線上、紙本或微縮

資料的版本時，紙本或微縮資料優先典藏，紙本出

版品的線上版本通常在其具有重要的附加資訊或

價值時予以選擇。 
(4) 當資料同時有線上、CD-ROM 或軟碟版本時，大多

先選擇徵集線上版，如果內容或外觀有明顯差異

時，則所有版本都有可能被考慮蒐集，除非遇到技

術因素、重要的內容無法下載等情況，可能考慮以

實體格式的版本取代或附加線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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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者權威性與研究價值 
(2) 線上出版品作者具有權威性或內容具有長期研究

價值時，得以優先典藏。 
4. 社會和熱門議題 

(3) 除了具有作者權威性的出版品之外，其他提供與西

澳相關之社會、文化等方面之內容，以及 
(4) 為特定事件或主題而建置的網站，得以優先蒐集。

特殊種類資料的選擇指南，包括：年報、政府出版品、數

位化資料及線上展覽品、教育類資料、倫理社群網站、青

少年出版品、文學作品、新聞報紙、機構組織網站、個人

網站、感性資料、主題特色。 
8.  國家影音檔案館 主要的數位媒體選擇考量： 

與澳洲電影、電視、廣播和聲音紀錄等有關的網站或產品

特殊種類資料的選擇指南，主要典藏有關於音樂和影片的

網站 
9.  澳洲戰爭紀念館 主要典藏有關澳洲軍事歷史的網站出版品 

一般選擇指南 
1. 內容是影響選擇決策的主要因素 

(1) 被選擇保存的作品，必須是： 
 有關於澳洲軍事歷史； 
 或者與澳洲軍事歷史有關之社會、政治、文化、宗

教、科學、經濟等重要的議題之資料使得以典藏

與保存。 
2. 多個版本：若同時有實體格式版本與線上版本的出版

品，線上版將優先選入館藏保存除非該出版品具有重

要附加資訊或價值時，得以同時典藏。 
3. 具有權威性與研究價值者 
4. 與社會和熱門議題相關者 
特殊種類資料的選擇指南，包括：年報及政府出版品、數

位化資料、線上展覽品、會議論文、教育類資料、地圖、

新聞報紙、組織與個人網站、其他協定（如：FTP、gopher
和電子郵件）、感性資料(sensitive materials)。 
下列幾種網站出版品的類型不予以選擇保存： 

 促銷網站與廣告 
 僅提供組織網路資訊服務的網站（例如：directories

和 portals） 
 機構組織的文件 
 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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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共取得的資料（例如：內部網路上的資料、商業

性資料） 
 草稿或正在進行中的資料 

10.  澳洲陶爾斯海峽

島嶼原住民研究

所 

典藏有關該島嶼原住民的線上出版品或網站 

註釋 
                                                 

註1 “Arafura Games,” 
<http://www.arafuragames.nt.gov.au/portal/page?_pageid=293,2044477&
_dad=portal&_schema=PORTAL> (received April 1,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