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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09 年左右，資源探索服務一詞面世以來，受到圖書館界的熱烈討論，

不少資源探索服務因運而生。資源探索服務乃是由聯合索引和資源探索層所構成，

藉由兩者的搭配提供使用者單一的檢索介面，同時檢索圖書館自有、訂購和公開

取用的多樣化資源，並提供相關排序、層面瀏覽、個人化與社群服務等功能。本

文的主旨在於闡述資源探索服務的特性，並歸納整理資源探索服務的功能指標，

供圖書館界選擇資源探索服務時參考。 

關鍵字：資源探索服務；聯合索引；資源探索層 

ABSTRACT 

A Web-scale discovery service (discovery service, for short) is a new service that 
may realize the discovery and delivery of high-quality information in the library. A 
discovery service is composed of a unified index and a discovery layer. The unified 
index pre-harvests and pre-indexes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cluding the 
MARC records created by the library, the metadata of th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r 
digital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library, the metadata and full-text (for 
indexing) of the databases and electronic journals subscribed by the library, and the 
metadata and full-text (for indexing) of open-access systems. A user can then search 
the contents in the unified index through the discovery layer. The discovery layer 
incorporates functionality such as relevance ranking, facet navigation, personalized 
service and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This article aims at explicating the features of a 
discovery service, and draw the functionality indicators that may be adopted and(or) 
amended by any library which wants to purchase a discover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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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數位時代為圖書館的營運與服務帶來了諸多挑戰。在館藏發展與管理方面，

圖書館除了傳統的紙本資料外，更增加了資料庫、電子書、電子期刊等電子資源。

根據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 2009-10 年的統

計指出(ARL, n.d.)，在填報的 114 所 ARL 會員館中，電子資源佔所有館藏發展

經費的平均比率達 62.24%。而我國在 100 年圖書館年鑑的資料中則指出 97-99

年大專校院圖書館電子資源經費佔總館藏發展經費的平均比率分別為 40.01%、

45.88%、46.76%，且呈現逐年升高的趨勢(黃鴻珠，2011)。 

當圖書館投資了大量經費於電子資源的建置，讀者是否充分運用這些資源呢？

根據 OCLC 的一項調查指出(OCLC, 2005)，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是人們尋找

資訊的首選，僅有 1%的調查回應者以圖書館網站做為尋找資訊的首選；在該項

調查中指出資訊的質與量是人們尋求資訊時是否滿足的關鍵因素，人們甚至認為

從搜尋引擎所找到的資訊，其質與量較人們從圖書館所找到的資訊為佳，遑論搜

尋引擎的速度。再者，人們同樣信賴他們從搜尋引擎和圖書館所找到的資訊。而

儘管人們認同圖書館的"品牌"，他們卻認為圖書館所提供的系統太過複雜。當

Google、Google Scholar 等搜尋引擎提供了一站式服務(one-stop service)，而圖書

館的讀者卻必須穿梭在不同電子資源系統查找資料，無怪乎人們寧可選擇搜尋引

擎尋找資訊了。 

圖書館所購置的各類型資源要能為讀者所用，資源探索(discovery)與傳送

(delivery)是必要的條件，資源探索讓讀者知曉某個館藏的存在，資源傳送則讓讀

者順利取得該館藏。在以實體館藏為主的時代，圖書館線上公用目錄(或館藏查

詢系統)WebOPAC 就是資源探索與傳送主要工具。隨著電子資源的蓬勃發展，

如何提供讀者有效的資源探索與傳送工具便成為圖書館的重要議題：A-Z 

Database/E-Journal List、將電子資源編目並將其網址編入 MARC 856 段、電子資

源整合查詢系統(federated search system)、OpenURL Link Resolver 等都是圖書館

界耳熟能詳的資源探索或(與)傳送工具。然則，該等工具都僅能解決一部份的問

題，例如 A-Z Database/E-Journal List 僅提供資料庫名稱、期刊題名 層級

(journal-level)的查找，無法進行文章層級(article-level)的查找，所扮演的僅是資

源探索的角色；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和 OpenURL Link Resolver 的搭配雖然能

夠探索與傳送電子資源，但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的效率及使用複雜度卻常為讀

者所詬病。隨著 Web 2.0 與 Library 2.0(Miller, 2006)概念的出現，則有 WebOPAC 

2.0 的概念出現，試圖在館藏查詢系統中融入搜尋引擎的單一檢索框(single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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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和相關排序(relevance feedback)，以及 Web 2.0 的使用者參與精神，甚至將圖

書館自建的機構典藏或數位典藏內容納入檢索，但 WebPAC 2.0 卻無法充分達成

電子資源的探索與傳送。有鑑於過往圖書館各類資源探索與傳送以及 Google 的

經驗，經過圖書資訊產業界數年的研究，遂有網路規模資源探索服務(web-scale 

discovery service，以下簡稱資源探索服務)的出現。 

資源探索服務雖然某種程度有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federated search)的精

神在，但卻採用了不同的作法。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於使用者檢索時即時、分

散式連線至各電子資源進行查詢，並將各電子資源回傳的檢索結果予以彙整，電

子全文的連結則主要依賴符合 OpenURL 標準的智慧型鏈結(smart linking)機制。

使用者對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主要的抱怨包含：分散式查詢導致系統回應時間

過長、去除來自多個電子資源之重複查詢結果(de-duplication)的效果不佳、相關

排序(relevance ranking)不夠準確等(柯皓仁，2011；黃明居，2011)。 

以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的缺點為借鑑，資源探索服務以類似 Google、

Google Scholar 的一站式服務、簡易的探索介面、相關排序、有效的資源傳送為

目標。資源探索服務採用預先獲取(pre-harvested)、預先索引(pre-indexed)的聯合

索引(centralized, consolidated or unified index)，此聯合索引除匯入圖書館本身的

書目紀錄、機構典藏和數位典藏等自建系統的詮釋資料(metadata)外，更有圖書

館購置和開放取用(open access)之電子資源的詮釋資料等，讓使用者在同一套系

統中便可探索圖書館所購買或建置的各類型資源(包含實體與電子資源)。不同於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使用者查詢時直接在系統內進行檢索、去除重複，以及

相關排序等動作，因此可減少或避免如同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的問題。 

自 2009 年左右，資源探索服務一詞面世以來，受到圖書館界的熱烈討論，

不少資源探索服務因運而生，例如：Innovative Interfaces Encore Synergy、EBSCO 

Discovery Services、Ex LibrisPrimo Central、OCLCWorldCat Local 以及 Serials 

Solution Summon 等。本文的主旨在於闡述資源探索服務的特性，並歸納整理資

源探索服務的功能指標，供圖書館界選擇資源探索服務時參考。 

貳、資源探索服務特性 

資源探索服務乃是由(1) 預先獲取(pre-harvested)的聯合索引和(2) 擁有多種

功能的資源探索層(discovery layer)所構成，藉由兩者的搭配提供使用者單一的檢

索介面，同時檢索各類型資源(Hoeppner, 2012)。在聯合索引方面，資源探索服

務針對圖書館自有、訂購和公開取用的多樣化資源建置索引；資源探索層則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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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探索服務的使用者介面，提供 Google-like 簡易檢索框，快速檢索聯合索引與

回傳結果，並提供相關排序、層面瀏覽(facet navigation)、個人化與社群服務等功

能。本節將針對資源探索服務中聯合索引和探索層之特性加以闡述。 

一、 聯合索引 

聯合索引週期性地從許多資訊來源擷取並匯入詮釋資料和全文，並將其正規

化(normalization)為系統內部一致的綱要格式(schema)(Vaughan, 2011)，聯合索引

構成使用者在資源探索服務中所能查找的內容，聯合索引的資料來源大致可分為

以下五類(Hoeppner, 2012)： 

(一) 圖書館提供的資料(library supplied data)：包含圖書館館藏目錄的 MARC

紀錄，以及來自圖書館本身機構典藏和數位內容系統的詮釋資料。 

(二) 開放取用系統的資料(open access data)：包含來自開放取用系統的引用

詮釋資料(citation metadata)1、主題詞、關鍵字、摘要、全文等資訊。詮

釋資料的豐富程度2視資源探索服務廠商與開放取用系統維運者間的合

作協議而定。 

(三) 出版者詮釋資料及全文(publisher metadata and full text)：包含出版者所

出版內容(如期刊文章、電子書)之引用詮釋資料、作者提供的摘要及關

鍵字、全文。許多出版者將其所出版內容之全文提供給資源探索服務，

做為使用者檢索之用，圖書館必須訂購這些內容，方能讓其使用者自資

源探索服務運用 OpenURLLinkResolver 等機制顯示或下載它們。 

(四) 資源探索服務取得授權的資料(WSD-licensed material)：資源探索服務廠

商積極尋求與集成商(aggregator)等內容提供者簽訂合作協議，希望能將

豐富且有價值的資訊包含在聯合索引中。內容提供者授權給各資源探索

服務廠商的詮釋資料豐富程度不盡相同，有些資源探索服務僅能取得引

用詮釋資料，有些則可能取得摘要甚至全文進行索引。此外，如果資源

探索服務廠商本身即從事資料庫服務，通常難以和其資料庫競爭對手簽

訂合作協議。 

                                                 
1引用詮釋資料包含辨識碼、作者(貢獻者)、題名、版次、出版者、出版地、日期、網址、資料

來源(如期刊名、資料庫名)等(ANDS, n.d.)。 
2本所所稱詮釋資料的豐富程度係指僅包含引用詮釋資料，抑或包含主題詞、關鍵字、摘要、全

文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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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圖書館和資源探索服務皆取得授權的資料(mutually licensed material)：

即使資源探索服務業已和內容提供者簽訂合作協議並將其提供之詮釋

資料匯入聯合索引中，但只有當圖書館有訂購這些詮釋資料所屬的資料

庫時，該等詮釋資料方能被檢索或顯示。這種情形常發生在索摘和引文

資料庫。 

對特定圖書館而言，聯合索引中所包含的資料量遠超過她本身提供和訂購的

資料，一個圖書館從資源探索服務究竟能取用多少資料，通常由三個因素決定

(Hoeppner, 2012)： 

(一) 聯合索引中所涵蓋之前述五類內容的資料量； 

(二) 有多少圖書館所訂購電子資源的廠商已經和資源探索服務廠商已簽訂

合作協議； 

(三) 圖書館希望她的使用者能夠看到多少資料。 

資源探索服務廠商通常會在官方網站中公告其聯合索引的內容涵蓋範圍，要

注意的是，即使資源探索服務廠商 W 並未和某資料庫 D 的廠商簽訂合作協議，

廠商 W 仍可能由資料庫 D 內容的原始出版者或其他內容提供者取得基本的引用

詮釋資料甚或全文，故而仍可計算出資源探索服務和資料庫 D 的重疊率，然而

要小心的是，資料庫 D 的主題詞、摘要和其他加值的詮釋資料並不會在聯合索

引中。 

另一方面，圖書館可能不希望讓她的讀者能夠查找到聯合索引中所有的內容。

舉例而言，若資源探索服務已經納入全文電子期刊廠商 J 出版之所有期刊的詮釋

資料，然而圖書館 L 並未訂購這些期刊，圖書館 L 可能會考慮在檢索結果中不

要出現 J 的期刊文章，因為若 L 的讀者僅能探索而無法線上取得全文，可能會對

圖書館造成困擾；但是 L 也可能考慮在檢索結果中要出現 J 的期刊文章，因為 L

可以透過 OpenURL Link Resolver 等機制結合館際複印等機制讓其讀者順利取得

全文。 

此外，出版者和集成商的內容通常會被收錄在特定資料類型或專門領域的資

料庫中，一般而言，這些資料庫會有較為專業的加值詮釋資料(如主題詞)和檢索

介面，因此這些資料庫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有鑑於此，資源探索服務會試圖導

引使用者連回資料來源的資料庫，甚至根據使用者的檢索策略和檢索結果推薦資

料庫和其他相關資料(如相關的學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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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合索引的五大類中，(二)-(五)的內容由資源探索服務廠商負責匯入與處

理，(一)則是由圖書館提供，其中又以圖書館館藏目錄的 MARC 紀錄為關鍵，

畢竟圖書館不希望因為將資源探索服務做為主要的檢索入口後，降低了對館藏的

使用。一般而言，擷取圖書館館藏目錄內的資料，將其匯入資源探索服務可分為

三個步驟(Daniels & Roth, 2012)： 

1. 資料映射：本階段在於規劃館藏目錄中的 MARC 欄位與資源探索服務

的欄位對應。例如：如果要在資源探索服務中檢索或顯示題名、作者、

出版者、館藏類型等資訊，需要那些 MARC 哪些欄位。在本階段需要

留意的事項包含： 

(1) 映射功能的彈性與否，例如：是否能夠由數個 MARC 欄位組合成

單一資源探索服務的欄位，或是由一個 MARC 欄位轉成多個資源

探索服務的欄位。 

(2) 檢索和顯示欄位能否有所不同；除了資源探索服務預設的檢索和顯

示欄位外，圖書館是否能自訂檢索和顯示欄位；在介面上顯示的欄

位名稱能否自行定義。 

(3) 資源探索服務是否具備圖書館使用之 MARC 格式(如 CMARC)的映

射機制。 

(4) 如何標明新增、刪除、異動的 MARC 紀錄。 

2. 資料擷取與匯入：在前一步驟工作完成後，便可從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中

擷取館藏目錄的 MARC 紀錄資料，匯入資源探索服務。在本階段需要

留意的事項包含： 

(1) 資源探索服務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整合程度：例如是否能設定自

動化作業，定期從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擷取須更新的資料後匯入資源

探索系統。 

(2) 匯入資源探索服務的機制：例如是採用 OAI-PMH 自動擷取 MARC

紀錄；或是需人工轉出 MARC 紀錄後，運用 FTP 等機制匯入資源

探索服務。 



7 
 

(3) 匯入資源探索服務的頻率和時間：圖書館能否自訂匯入資源探索系

統的頻率，甚至一天匯入好幾次；資料匯入需要多久時間；匯入後

是否立即能提供使用者檢索。 

(4) 提供匯入成功、錯誤報表。 

(5) 資源探索服務對重複資料的處理方式。 

3. 資料驗證：本步驟在於確認資料映射、擷取與匯入的正確性，若能在資

料映射步驟經過縝密的討論，通常資料驗證的錯誤率並不高。服務於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的 Daniels & Roth (2012)指出，該館將資料

驗證的工作融入每日的工作流程中，指定幾位館員每日在資訊探索服務

中檢驗是否有資料未能正確顯示甚或遺漏的情形。 

至於圖書館機構典藏和數位內容系統的詮釋資料可採用相同的三個步驟，惟

因機構典藏和數位內容系統的詮釋資料可能並非 MARC，所以須了解資源探索

服務所支援的詮釋資料標準格式，或是否支援 XML 格式的詮釋資料檔案。 

二、 資源探索層 

廣義來說，舉凡各種圖書館資訊系統(library information system)的使用者介

面皆可稱之為資源探索層(Vaughan, 2011)。資源探索層提供使用者從圖書館資訊

系統中探索與顯示資源，並與資源互動。與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類似，使用者

只要在資源探索服務的使用者介面執行一個檢索便能同時查找聯合索引中來自

不同內容提供者的資料，然而相較於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資源探索服務的回

應快速。資源探索服務的資源探索層一般具備以下功能(Hoeppner, 2012; Vaughan, 

2011)： 

(一) 檢索：具備 Google-Like 簡易檢索和進階檢索功能，提供題名、作者、

主題詞、關鍵字等檢索點，並有布林邏輯、關係邏輯、切截、萬用字元

等檢索機制。 

(二) 檢索限制或層面瀏覽：當系統傳回檢索結果後，讓使用者透過限制條件

或層面瀏覽限縮查找的資料。 

(三) 相關排序(relevance ranking)：採用資訊檢索技術(Manning, Raghavan &  

Schutze, 2008)將回傳的結果進行相關排序。各資源探索服務都有其專屬

的相關性排序演算法，一般會將幾項因素納入排序考量：(1) 使用者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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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關鍵字在資料中出現的次數以及該關鍵字在聯合索引中的重要性 

(即資訊檢索常見的 TF*IDF 權重計算方式)；(2) 檢索關鍵字出現在重

要詮釋資料欄位的情形，如題名、主題詞等；(3) 若有多個檢索關鍵字，

則將這些檢索關鍵字在資料中的相鄰程度納入考量；(4) 資料的新穎程

度；(5) 根據資料類型採用特定的相關排序參數 (例如：若是期刊文章

則提高同儕評議期刊文章的權重或考慮被引用次數)；(6) 提高圖書館所

提供資料的權重。除此之外，一些資源探索服務允許圖書館調整各種影

響相關排序因素的權重。 

(四) 運用直接連結或 OpenURL 等機制讓使用者顯示或下載全文資料。 

(五) 使用者介面客製化：允許圖書館客製化使用者介面，加入圖書館的特色

(如 LOGO、色彩配置等)。部分資源探索系統則提供 API 或 Web Service

讓圖書館進行介面的客製化；或者具備 Widget 開發機制，供圖書館將

額外功能(如即時數位參考服務等)以 Widget 方式嵌入使用者介面。 

(六) 個人化與社群服務：提供使用者儲存、組織、匯出資料的個人化功能，

或是具備讓使用者評分、評論、分享資料的社群服務功能。 

參、資源探索服務功能需求 

綜合而言，在選擇資源探索服務時需要考量的因素可分為以下四方面

(Hoeppner, 2012; Luther & Kelly, 2011; Vaughan, 2011; 麥綺雯，2012)： 

(一) 聯合索引：收錄內容的深度與廣度、收錄內容是否符合圖書館特性、資

源探索服務廠商和出版者與集成商的合作協議簽署情形、詮釋資料的豐

富程度與一致性、內容更新的頻率、納入圖書館本身提供資料的容易程

度。 

(二) 資源探索層：簡單而易用的檢索介面、檢索結果的品質(如相關排序的

準確程度)、檢索與相關排序設定的客製化、檢索限制或層面瀏覽等檢

索結果導航機制、與圖書館(或母機構)現有系統的整合性(如與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數位學習平臺的整合)、支援新興使用環境(如行動載具、社

群網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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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圖書館需求符合的程度：系統導入的容易程度、與現有軟體和內容的

相容性、廠商對顧客需求與問題的回應速度、廠商對系統的中長程開發

計畫、廠商整體評價。 

(四) 計價與建置模式：採用買斷或租賃模式、採用本地建置或雲端 SaaS 服

務模式、計價模式所考量的因素(如 FTE 人數、圖書館提供資料的筆數

等)、每年需支付的維護(買斷模式)或租賃費用。 

作者彙整相關文獻與本身操作經驗後，整理出購置資源探索服務時的功能評

估指標表，並整理於附錄，供圖書館參考。需要注意的是，圖書館在運用此一功

能評估指標表時，除了讓廠商在提報服務建議書時勾選 Y/N 之外，仍應安排廠

商展示、由同仁進行系統測試，了解同儕圖書館使用情形，並與廠商就圖書館所

關心的面向深入討論，方能挑選出最符合圖書館自身需求的資源探索服務。 

肆、結論 

資源探索服務是圖書館新一代資源探索與傳送的利器，它融合了 Google-like

簡易檢索功能，快速檢索圖書館自有與購置的各類型資源，且具備相關排序、層

面瀏覽(facet navigation)、個人化與社群服務等功能，帶給使用者一站式服務的體

驗，期望能吸引使用者在其研究、教學與學習的過程中，將多加運用圖書館所建

置之權威與高品質資訊。由於資源探索服務乃是一新興的服務，圖書館在引進資

源探索服務前應了解同儕圖書館使用的情形，審慎評估聯合索引、資源探索層、

與圖書館需求符合的程度，以及計價與建置模式等面向，進而安排測試，方能選

出符合圖書館需求的資源探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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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資源探索服務功能功能評估指標表 

1. 整體功能 

1.1 本案擬購置之資源探索服務(以下簡稱系統)以類似 Google、Google Scholar 的一站式服務、簡易的探索介

面、相關排序、有效的資源傳送為目標。採用預先獲取、預先索引的聯合索引，針對圖書館自有、訂購和

公開取用的多樣化實體與電子資源建置索引。使用者查詢時直接在系統內進行檢索、去除重複，以及相關

排序等動作，並提供相關排序、層面瀏覽、個人化與社群服務等功能 

1.2 系統及各模組需能隨版本升級 

1.3 系統具多人多工作業環境，可同時容納 100 人以上之使用者，在線上執行不同功能 

1.4 系統可支援 Web Services 或提供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以達系統的開放性，並須提供完

整 Web Services 或 API 文件。 

1.5 系統採用國際通用碼(UNICODE)，多國語文處理不需加掛任何字集，並可於瀏覽器上查詢及顯示 

1.6 系統之 Google-like 檢索框可內嵌於本館其他網頁或系統 

1.7 圖書館可設定罐頭檢索／常用檢索(含檢索策略、檢索限制或擴展(4.9.1)、層面瀏覽(4.9.2)等)，並將其內嵌

於其他網頁中(如課程管理系統、主題指引網站) 

1.8 可以在多種作業平台上(如 Windows、Linux、Unix、MAC…等)透過一般常見的 WWW 瀏覽器(如 IE、

Netscape、FireFox、Google Chrome、Opera、Safari 等…)使用 

1.9 提供行動載具版本，支援 Apple、Microsoft、Google 等作業系統的行動載具 
 

2. 聯合索引之收錄內容 

2.1 本館提供的資源 

2.1.1 支援來自以下系統的資源匯入 

2.1.1.1 本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系統名稱] 

2.1.1.2 本館機構典藏系統：[系統名稱] (如 DSpace) 

2.1.1.3 本館數位內容管理系統：[系統名稱](如 CONTENTdm) 

2.1.1.4 其他：來自聯盟或聯合目錄的資源 

2.1.1.5 可將本館提供的資料依教師著作、碩博士學位論文、系所等條件設定為不同的合集

(collection) 
 

2.1.2 詮釋資料匯入要求 

2.1.2.1 支援 CMARC、MARC21、Unqualified/Qualified Dublin Core、EAD 等詮釋資料格

式 

2.1.2.2 支援 XML 或其他格式之詮釋資料 (請廠商說明這些詮釋資料匯入系統的程序) 

2.1.2.3 本館可設定詮釋資料匯入時必備的詮釋資料欄位（請廠商說明系統必備的詮釋資料

欄位為何） 

2.1.2.4 本館可設定檢索結果時簡目與詳目顯示的詮釋資料欄位 

2.1.2.5 本館可設定納入相關排序的詮釋資料欄位與權重 
 

2.1.3 詮釋資料匯入機制 

2.1.3.1 提供 OAI-PMH 機制，自動獲取詮釋資料並匯入系統 

2.1.3.2 可與本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介接，自動由本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轉出詮釋資料並匯

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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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 提供 FTP 機制，由本館人工／自動將詮釋資料匯入系統 

2.1.3.4 可根據本館資源新增、修改、刪除的頻繁程度分別設定不同的詮釋資料匯入頻率 

2.1.3.5 本館可人工啟動詮釋資料匯入程序 

2.1.3.6 提供詮釋資料匯入狀況報表，以便本館了解詮釋資料匯入系統情形及匯入筆數 

2.1.3.7 詮釋資料匯入系統後可立即提供使用者檢索 
 

2.1.4 本館可選擇是否將本館所提供的資源開放給系統其他客戶檢索 
 

2.2 出版者詮釋資料及全文、資源探索服務取得授權的資料、圖書館和資源探索服務皆取得授權的資料 

2.2.1 本館電子資源涵蓋率分析：針對本館擁有使用權的電子資源逐一回答下列問題 

2.2.1.1 資料來源屬性為何(出版者詮釋資料及全文、資源探索服務取得授權的資料、圖書

館和資源探索服務皆取得授權的資料)？ 

2.2.1.2 詮釋資料豐富程度 

2.2.1.2.1 引用詮釋資料：包含辨識碼、作者(貢獻者)、題名、版次、出版者、

出版地、日期、網址、資料來源(如期刊名、資料庫名)等 

2.2.1.2.2 主題詞 

2.2.1.2.3 關鍵字 

2.2.1.2.4 作者提供關鍵字 

2.2.1.2.5 摘要 

2.2.1.2.6 作者提供摘要 

2.2.1.2.7 全文 
 

2.2.1.3 資料係定期匯入系統的聯合索引中，或是需透過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查找 
 

2.2.2 本館電子資源內容涵蓋分析：根據本館已擁有使用權之電子資源的出版者在系統中的涵蓋情形 

2.2.2.1 合作協議簽訂狀況 

2.2.2.1.1 是否已簽訂合作協議？合作協議期限為何？ 

2.2.2.1.2 是否為專屬合約(即出版者或集成商不能與競業公司簽屬合作協議，或

提供同樣豐富程度的詮釋資料) 

2.2.2.1.3 該出版者之資料(如期刊)涵蓋在系統中的情形(如期刊種數) 
 

2.2.2.2 資料來源屬性為何(出版者詮釋資料及全文、資源探索服務取得授權的資料、圖書

館和資源探索服務皆取得授權的資料)？ 

2.2.2.3 詮釋資料豐富程度(參見 2.2.1.2) 

2.2.2.4 資料係定期匯入系統的聯合索引中，或是需透過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查找 
 

2.2.3 Google Books/Google Scholars/Hathi Trust 

2.2.3.1 與 Google Books/Google Scholars/Hathi Trust 簽訂合作協議的情形(參見 2.2.2.1) 

2.2.3.2 資料來源屬性為何(出版者詮釋資料及全文、資源探索服務取得授權的資料、圖書

館和資源探索服務皆取得授權的資料)？ 

2.2.3.3 詮釋資料豐富程度(參見 2.2.1.2) 

2.2.3.4 資料係定期匯入系統的聯合索引中，或是需透過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查找 
 

2.2.4 中文內容 

2.2.4.1 與中文出版者或集成商簽訂合作協議的情形(參見 2.2.2.1) 

2.2.4.2 資料來源屬性為何(出版者詮釋資料及全文、資源探索服務取得授權的資料、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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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和資源探索服務皆取得授權的資料)？ 

2.2.4.3 詮釋資料豐富程度(參見 2.2.1.2) 

2.2.4.4 資料係定期匯入系統的聯合索引中，或是需透過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查找 
 

2.2.5 WorldCat Catalog 

2.2.5.1 與 OCLC 簽訂合作協議的情形(參見 2.2.2.1) 

2.2.5.2 資料來源屬性為何(出版者詮釋資料及全文、資源探索服務取得授權的資料、圖書

館和資源探索服務皆取得授權的資料)？ 

2.2.5.3 詮釋資料豐富程度(參見 2.2.1.2) 

2.2.5.4 資料係定期匯入系統的聯合索引中，或是需透過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查找 
 

2.2.6 電子書 

2.2.6.1 與電子書出版者或集成商簽訂合作協議的情形(參見 2.2.2.1) 

2.2.6.2 資料來源屬性為何(出版者詮釋資料及全文、資源探索服務取得授權的資料、圖書

館和資源探索服務皆取得授權的資料)？ 

2.2.6.3 詮釋資料豐富程度(參見 2.2.1.2) 

2.2.6.4 資料係定期匯入系統的聯合索引中，或是需透過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查找 
 

 

2.3 開放取用(Open Access)系統的資源 

2.3.1 至少涵蓋 arXiv.org、e-Prints、Hindawi Publishing、DOAJ 等開放取用系統的資料內容 

2.3.1.1 請說明與各開放取用系統的合作協議簽署情形(參見 2.2.2.1) 

2.3.1.2 請說明來自各開放取用系統的資料數量 

2.3.1.3 請說明來自各開放取用系統的詮釋資料豐富程度(參見 2.2.1.2) 
 

2.3.2 是否可查詢到其他使用本系統之圖書館匯入的資料 
 

2.4 去除重複：若相同的內容來自多個資料來源，系統如何處理 (於查詢時回傳重複的資料？於索引時合併或

產生一筆超級紀錄？) 
 

3. 資源探索層—使用者介面語言與客製化 

3.1 使用者介面語言 

3.1.1 支援多語文使用介面 

3.1.1.1 提供正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等語言之使用介面 

3.1.1.2 提供法文、德文及其他語言使用介面 

3.1.1.3 提供支援從左到右，與從右到左的顯示方式 
 

3.1.2 支援至少正體中文、英文等語言之系統管理介面 

3.1.3 所有系統操作介面可隨時做語言(如中英文)切換，包含系統管理介面與一般使用者介面 

3.1.4 可使用作業系統內建輸入法輸入多國語言文字(如：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

韓文、俄文)，且不需外掛輸入法 

  

3.2 使用者介面客製化 

3.2.1 內建多種畫面模板，提供圖書館依照各自需求選用 

3.2.2 畫面彈性可修改，採區塊方式，每區塊可放入不同類型資訊，並可設定該區塊畫面位置、出現

與否與畫面內部資訊 

3.2.2.1 本館可為系統命名 



14 
 

3.2.2.2 本館可客製化頁首與頁尾的超連結，如加入本館 LOGO、連結至圖書館首頁 

3.2.2.3 本館可客製化色彩配置 
 

3.2.3 可針對不同讀者群(例如系所、分館)設定不同介面 

3.2.4 提供 API 或 Web Service 進行使用者介面客製化 

3.2.5 具備 Widget 開發機制，供圖書館自行設計或從用戶社群中下載 Widget，並嵌入至使用者介面 

3.2.6 對於系統外的加值內容(如 Google Books 預覽、Amazon 內容資訊)可以鏈結或直接內嵌於系統內

呈現 
 

 

4. 資源探索層—檢索與結果顯示功能 

4.1 檢索點 

4.1.1 系統至少提供下列檢索點：題名、關鍵字、作者、主題詞、期刊刊名、摘要、出版者、ISBN/ISSN

4.1.2 系統可提供額外檢索點：全文、條碼號、索書號、使用者標籤 

4.1.3 圖書館可設定增刪檢索點的項目及排列順序 
 

4.2 提供簡易檢索：Google-Like 單一檢索框 

4.3 提供進階檢索功能 

4.3.1 提供布林邏輯(and/or/not)、關係邏輯(<、>、=、<=、>=)、切截(truncation)、萬用字元等檢索機

制 

4.3.2 各文字檢索點可以用包含(contain)、完全符合(equal to)、開頭符合(start with)等方式進行檢索 

4.3.3 提供片語、字詞相鄰等方式進行檢索 

4.3.4 進階檢索的限制條件至少包含：出版年、資料類型、語言、資料來源、合集 
 

4.4 系統可偵測檢索指令中的 Stopword 並能自動剔除，而不影響檢索指令的進行 

4.4.1 提供 Stopword 設定功能 

4.4.2 可針對特定欄位設定系統應忽略的 Stopword，如索書號欄位應忽視符號、空白及西文字母之大

小寫 
 

4.5 系統可提供拼寫建議(spelling suggestion / Do you mean?) 

4.6 檢索結果可根據相關性、題名、作者、出版日期等欄位排序 

4.6.1 使用者可選擇以升冪或降冪排序 

4.6.2 相關排序 

4.6.2.1 圖書館可設定納入相關性排序詮釋資料欄位及其相對權重 

4.6.2.2 圖書館可設定將資料的新穎性納入相關性排序 

4.6.2.2.1 可針對特定資料類型調整新穎性權重（例如：報紙） 

4.6.2.3 圖書館可選擇加重特定項目或本館資源的權重 

4.6.2.4 系統可針對詮釋資料過少的資料特別處理，以提高該等資料的可見度 
 

 

4.7 對於未建置在聯合索引中的資料，系統應提供電子資源整合查詢機制進行檢索 

4.8 檢索結果顯示 

4.8.1 提供簡目與詳目顯示 

4.8.2 鮮明標示(如不同顏色、字體等方式)出現在檢索結果中的檢索詞彙 

4.8.3 根據資料類型(如圖書、期刊、多媒體、報紙等)提供圖像 

4.8.4 可顯示資料封面圖像(如書封) 

4.8.5 以特殊方式(如圖像)標明可線上取得全文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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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根據不同資料類型，呈現不同詮釋資料 

4.8.6.1 圖書／電子書：至少包含 ISBN、題名、作者、出版者、出版日期、語言 

4.8.6.2 期刊文章／電子期刊文章：至少包含 ISSN、題名、作者、期刊刊名、卷期、出版

日期、語言 

4.8.6.3 研討會論文：至少包含題名、作者、研討會名稱、出版日期、語言 

4.8.6.4 其他：至少包含標準號碼、題名、作者、出版日期、語言 
 

4.8.7 圖書館可選擇各種資料類型所欲呈現的詮釋資料 

4.8.8 可顯示資料來源 (如合集、期刊出版者、索摘資料庫等) 

4.8.9 針對本館實體館藏，可與本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 

4.8.9.1 顯示即時館藏狀態 

4.8.9.2 顯示索書號、主題標目、館藏地等資訊 

4.8.9.3 可連結至圖書館線上公用目錄的簡目或詳目畫面 

4.8.9.4 顯示外借中館藏的示到期日 

4.8.9.5 使用者可於本系統對外借中館藏進行預約 
 

4.8.10 對於可線上取得全文的資料，使用者可直接下載或透過 OpenURL Link Resolver 機制取得全文 

4.8.10.1 若使用者不在授權網域內，則下載全文前須先進行認證 

4.8.10.2 若使用者在該次使用(session)時已登入或已經過認證，則下載全文前不需再進行認

證 
 

4.8.11 可直接以超連結點選方式進一步檢索同作者、同期刊、同主題關鍵字的其他資料 

4.8.12 可顯示被引用次數 (Google Scholar、Scopus、或 Web of Science 的紀錄) 

4.8.13 其他：可顯示書籍評論(簡介)、推薦相似資料、連回來源資料庫、推薦資料庫、新的查詢建議、

使用者貢獻評論與標籤、連結外部資料來源(如 Amazon) 
 

4.9 檢索限制、層面瀏覽(faceted navigation) 

4.9.1 使用者可根據以下條件進行檢索限制或擴展 

4.9.1.1 只顯示有全文的資料 

4.9.1.2 只顯示學術性出版物的文章，包括同儕評議 

4.9.1.3 只顯示同儕評議出版物的文章 

4.9.1.4 只顯示館藏目錄中的條目 

4.9.1.5 排除特定資料類型(如報紙)的文章 

4.9.1.6 增加圖書館館藏之外的搜尋結果 
 

4.9.2 層面瀏覽：檢索結果分群顯示 

4.9.2.1 至少包含下列層面群集(facet cluster/category)：出版年、內容類型、主題詞、作者、

館藏地或資料來源(如合集、期刊出版者、索摘資料庫等)、語言、分類法(如中國圖

書分類法、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期刊題名、出版者 

4.9.2.2 圖書館可定義新的層面群集 

4.9.2.3 圖書館可選擇呈現的層面群集 

4.9.2.4 圖書館可設定任一層面群集預設出現的層面數 

4.9.2.5 提供可看到層面群集內所有層面的機制 

4.9.2.6 使用者可選擇顯示符合相同或不同層面群集中一個以上層面的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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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7 可顯示符合每一個層面的筆數 
 

4.9.3 使用者可整合運用 4.9.1 檢索限制或擴展、4.9.2 層面瀏覽 (如只顯示符合特定主題詞的同儕評鑑

出版物文章) 

4.9.4 使用者可選擇將 4.9.1 檢索限制或擴展、4.9.2 層面瀏覽的設定運用於該次使用(session)的後續檢

索 
 

4.10 檢索歷史 (search history) 

4.10.1 使用者可檢視當次使用(session)的檢索歷史 (檢視檢索策略) 

4.10.2 使用者可以布林邏輯(and/or/not)合併檢索多個檢索策略 

4.10.3 使用者可針對單一檢索策略進行修正 

4.10.4 使用者可於登入後儲存檢索策略 

4.10.5 使用者可為檢索策略建立新知通報或 RSS 訂閱服務 
 

4.11 結果輸出 

4.11.1 使用者可於單筆或多筆檢索結果畫面，選擇輸出紀錄 

4.11.2 使用者可利用購物車機制儲存檢索結果 

4.11.2.1 使用者可於購物車中自訂子目錄，以便將資料分門別類 
 

4.11.3 使用者可選擇將檢索結果或存放於購物車內的資料以列印、電子郵件傳遞、儲存檔案、儲存至

書目管理軟體、儲存成引用格式等方式輸出 

4.11.4 提供個別資料的永久連結(persistent link) 

4.11.5 使用者可針對單筆或多筆資料撰寫個人筆記或註解 

4.11.6 支援 EndNote、Refworks、BibTex、ProCite 等書目管理軟體 

4.11.7 支援 APA、MLA、Chicago 等引用格式 
 

 

5. 資源探索層—個人化與社群服務 

5.1 個人化服務 

5.1.1 系統可與圖書館現有認證機制(如圖書館自動化系統、EzProxy、LDAP)整合 

5.1.2 使用者可自訂頁面配置(如欄數、色彩配置、每頁顯示資料筆數、預設簡目或詳目檢視等 

5.1.3 使用者可儲存檢索結果 

5.1.3.1 使用者可自訂子目錄，以便將資料分門別類 
 

5.1.4 使用者可儲存檢索策略 

5.1.5 使用者可建立、修改、刪除新知通告服務 

5.1.5.1 使用者可設定新知通告服務的執行頻率 

5.1.5.2 使用者登入系統後看到其建立之新知通告的執行結果 

5.1.5.3 使用者可利用 RSS 取得新知通告的執行結果 

5.1.5.4 系統可將新知通告以 Email 傳送給使用者 
 

5.1.6 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整合 

5.1.6.1 顯示目前借閱中清單 

5.1.6.2 顯示歷史借閱清單 

5.1.6.3 顯示預約紀錄 

5.1.6.4 顯示罰款、停權訊息等 
 

 

5.2 社群服務 



17 
 

5.2.1 提供使用者評論資料的機制 

5.2.2 提供使用者給予資料標籤(tagging)的機制 

5.2.3 提供使用者將資料分享於社群網站(如 Facebook、Twitter)的機制 

5.2.4 提供使用者將資料分享至標籤網站(如 Delicious、Connotea)的機制 

5.2.5 系統提供圖書館審核評論和標籤的機制 

5.2.5.1 圖書館可選擇評論和標籤是否需審核後方能呈現在系統 
 

5.2.6 圖書館可選擇是否啟用或中止評論、標籤、分享於社群網站或標籤網站的功能 

5.2.7 圖書館可選擇是否能匿名發表評論或給予標籤 
 

 

6. 認證與權利管理 

6.1 未經認證的使用者是否可以使用系統 

6.2 請說明未認證和已認證的使用者在使用系統時的差別 

6.2.1 資料紀錄僅來自索引及摘要資料庫時，未認證的使用者是否可看到該筆資料 

6.2.2 資料紀錄來自多個內容提供者時，未認證和已認證使用者所能看到的詮釋資料豐富程度是否有

差異 

6.2.3 未認證的使用者可否看到資料紀錄的加值資訊（如書封影像、目次、摘要等） 
 

6.3 圖書館未取得授權／未訂購的資源 

6.3.1 若不考慮圖書館已訂購任何電子期刊、出版者套裝期刊授權、資料庫訂購的情況，是否有提供

給讀者使用之最基本程度的引用詮釋資料。可能包含開放取用的資料，或是某些出版者或集成

商所提供的書目資訊，儘管仍然需要圖書館有訂購該等資源才能取用全文 

6.3.2 是否使用者需要經過認證方能檢索（並取得結果）此一基本索引 

6.3.3 此基本索引所包含的資料量 (不管本館是否有訂購該資源) 
 

 

7. 系統管理 

7.1 統計 

7.1.1 提供符合 COUNTER 規範的使用統計 

7.1.2 提供登入次數、檢索次數、詳目檢閱次數、全文請求次數、每次使用(session)平均檢索次數的統

計 

7.1.3 提供使用者 IP、地區、瀏覽器、平臺統計 

7.1.4 提供層面群集及層面之使用統計 

7.1.5 管理者可自訂統計區間 

7.1.6 系統可採用圖、表方式線上顯示使用統計 

7.1.7 管理者可下載 EXCEL、CSV、XML 等格式的使用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