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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人應臺灣學術電子資源聯盟(CONCERT) 今年度研討會之邀，能就現今圖書館技術

及其在未來對增強電子圖書館使用者體驗方面發表演說，本人深感榮幸。身為英國伯明罕

大學圖書館電子資源服務主任，我每天在管理電子資源方面都要面對許多難題，這也是現

今全球圖書館所普遍要面對的共同問題。我同時有幸參與了一項計畫，而該計畫旨在就增

進電子資源的挖掘力與內容使用的最佳化，及降低知識庫管理與研發電子資源管理之最佳

實務等方面所引起的衝擊進行研究，這就是我於本年度 CONCERT 年會研討會上就教於

各位的演講主題。 

變化中的期待： 

在不到一個世代的時間內，我們已經轉移到用指尖就可以找出所要資訊的世界當今

18 歲大的學生是與科技一起成長的，科技已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現今的學生在利

用電子化內容、及與人接觸、討論意見等方面，都是透過網際網路來進行的，且這種方式

比起利用實體圖書館讓他們覺得更為舒適些。這表示，全部的資訊社群，從著者到編輯者、

出版者、代理商與仲介者、及圖書館，都必須適應這種世代的轉變，並且接受以這種方式

來利用及產生資訊。 

現今的學者必須研讀及消化更多資訊，才能在其所處的研究領域有影響力與領先，他

們必須有更多產出回饋到學術交流供應鏈，依此循環不已，這就是圖書館提供服務的實境，

有更多的資源可以取得，而圖書館要時常尋求方法，讓機構能以較少金錢使用資源，然後

找方法以日漸減少的人力管理資源的使用。 

大量採購(Big Deal)對學術圖書館而言已經非常重要的，它讓一個機構從出版商購得

大量的內容後，能以比較低的附加費用，使用任何未訂購的內容。就大量採購而言，它有

許多負面作用，在本次講演中不擬探討，然而它對學術產出的利用，已經產生了變革，就

籌措資金使用資源，它提供了一個適當的措施，但是，全球經濟環境十年來已經有所改變，

圖書館正試著找出能繼續負擔大量採購與訂購的方法，期能不影響其機構的教學與研究目

標。 

在期刊館藏大規模轉變為只有電子期刊的線上方式(online only)的情形下，其他諸如

數位化資源保存等要素也變得日漸重要。在印刷形式場域中，圖書館在其實體建築中館藏

內容的管理與保存方面，一直扮演著明確的角色；但在數位環境中，圖書館戮力於了解其

在數位資源保存過程、資源利用的提供以及提升資源的探勘力等方面所應扮演的角色。事

實上，圖書館就其所購置供未來世代使用的數位資源之利用與長期保存等方面，不再獨自



承擔；而是由整個數位資源社群共同來負責管理與維護這些紀錄，以供未來使用。目前，

因部分囿限於各館擁有在地典藏數位內容之授權規定，正漸漸轉向由出版商負責「保證」

能夠持續提供其歷年之產出數位資源，這些可能在出版商平台的資源，也同樣在第三團體

提供的保存服務中，如 Portico 及 LOCKSS (Lots of Copies Keep Stuff Safe)。在英國，因期

望能長期利用出版的產出及全球經濟變遷的氛圍等二種因素，已經導致各機構對其訂購數

位資源的利用層次與訂購內容的永續性更為關注，因為他們必須因應若組織預算刪減而取

消訂購時預作打算。身為使用者代表的我們，對於我們已經付款的電子資源，必須確保能

取得與擁有。再者，英國國家圖書館，如位於倫敦的大英圖書館，在確保擁有電子資源歷

史檔上比以前精明多了；所以，在我們這個社群中提及的問題以及與內容供應商間之關係

的問題有： 

目前之使用方式： 

- 就期刊及收錄範圍，哪些我們有使用權？ 

- 我們該如何確保我們的使用者了解他們能使用哪些？ 

- 使用者在如此浩瀚的網際網路中，要如何找到它？ 

- 這些資源的利用，是否符合我們的期盼與投資？ 

管理與保存數位內容方面： 

- 在數位化內容保存方面，圖書館、出版者、仲介者、作者及國家圖書館之角色各為

何？ 

- 我們要如何評估及利用保存服務系統(如：Portico 及 LOCKSS)？ 

- 只有電子資源(e-only)的使用方式，我們對其永續經營有足夠的信心嗎？ 

最後，要讓大規模的數位資源都能讓圖書館讀者利用，這意謂著致力於機構內的自動

化及剔除重複是其關鍵，如此才能提供使用者完整及正確的使用體驗。不只是圖書館的使

用者受惠，其好處也能及於整個供應鏈。大量心力投注於促使圖書館的知識庫既正確又完

整，但目前尚待努力之處仍多。各圖書館努力進行重複的工作是無法持久的，結果將損及

內容連結與資源的易於被探索。比較可行的方法是用圖書館技術與產業標準來改善供給，

為我們的終端用戶提供更為整合性的服務。這就是為什麼要進行知識庫及其相關工具

(KBRAT)的最佳實務創新計畫之處，同時也有一些新的計畫，關注於改善電子資源管理

效能與「跨越校區(above campus)」解決方案的提供，以便長期嘉惠在地的、全國的及國

際的圖書館，我將在這種共享式服務方面的課題就教於各位。 

以上等等係在說明，在思考如何支援電子資源利用與保存的整合性與技術工具方面，已產

生了根本的轉變。 

 

 



變遷中的電子資源情境： 

如上所述，日漸擴大的學術交流與外在供應鏈壓力已經預告隨之而來的電子資源使用

提供上的轉變。在更能支援各種不同類型與形式的內容的整合利用之技術與應用系統二方

面，於過去多年間也產生了變化，但無論是線上公用目錄(OPAC)、連結解析器(Link 
resolver)及 metasearch 等檢索服務，抑或是垂直式查詢的探勘式服務，他們都有一個共通

之處，就是他們都是端賴詮釋資料(metadata)的；無論是 OPAC 或是語意網，詮釋資料正

是其在線上內容呈現及易於探勘的關鍵。OpenURL 標準(NISO, 2005)的問世，以及利用

OpenURL 來增進連結解析器鏈結到「適當的那一份文獻（appropriate copy）」上，已經

在我們社群的線上內容(即指電子資源)的檢索與利用方面大獲改善；因而連結解析器在探

勘力與內容利用二方面，已經產生了很大的影響。就從我服務的伯明罕大學的機關之景況

來看，在我們採用連結解析器一年後，明顯地看見全文期刊文獻的利用率提升了近 40%。

現在一個成熟的產品服務，即連結解析器及其知識庫，在新一代的電子資源檢索服務效力

上，已經位居重要的角色，如：Primo、Summon 及 EBSCO Discovery 等項產品服務。一

個機關沒有因訂購而來的知識，則這些服務將幾近無效。近年來各機關無論其先前的利用

報告是平淡無奇，將電子資源的內容納入索引這些產品服務後，現在確能提出頗具趣聞式

的使用率明顯增加的報告。這就是我很榮幸能於今年 CONCERT 會議上，就知識庫與電

子資源的詮釋資料這個主題提出提告。 

為何知識庫對資訊探勘力上會如此重要？ 

在我就知識庫在增進全方位的電子資源探勘力之相關標準、最佳實務及其所扮演的角

色之前，想先就現今許多電子資源館員及使用者所面對的問題，作一詳細說明。 

圖書館在取閱一種期刊時，可能會經由多種的取閱點（access points）- 集合式資料庫、

出版社網站、期刊代理商匣道或是機構典藏庫等，而機構的所屬使用者可能會透過其中二

種管道來使用期刊論文，從引文的鏈結 - 或許是在索摘服務系統中 - 應該只會指引使用者

到那二種取閱點 - 它們的「適當的那份文獻（appropriate copy）」。每一個索摘資料庫(或
資源)內的這種個別系統架構是很難或者不可能去管理的。再有，圖書館期刊之 A-Z 清單

的期刊層級的連結是必須由人工來維護該機構所擁有的每一個取閱點。這種人工介入式的

服務層級是難以持久的，而且可能產生不良的服務遞送效果，因為館內的人力資源無法支

援這樣的服務。但在一個 OpenURL 的系統環境下，使用者就可以經由期刊論文引文找到

所需的資料；它可以鏈結到在出版社網站、或是在資料庫、或是在匣道、或是在機構典藏

庫的全文文獻。不過上述任何一種的鏈結，都有可能指引使用者找到「不適當的」那份文

獻；也就是說，無權取閱的全文。但若該機構安裝了連結解析器，就能請文獻提供者登錄

該機構的連結解析器的基礎 URL（base URL）；而供應商也知悉引文的詮釋資料，就能

將它和連結解析器的基礎 URL 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詢問(query)」，並將此一詢問逕指

到連結解析器，而該解析器中涵括了一個圖書館知識庫及出版社館藏的資料，能在評估後

找出符合的資料，此即圖書館端可顯示該資料是向該供應商訂購的，而供應商端也可顯示

出應該如何連結該篇全文。然後，此一連結解析器能將一「正規的(regular)」- 可斷定的，



鏈結到該引文的論文，而該篇論文是該館已有使用授權。這就是說，圖書館不需要個別在

每一種管道上去維護每一種期刊，但只需在一處進行期刊維護即可 - 經由其連結解析器可

以建構一個連結及自動鏈結到適當的文獻，這是將解析器與論文引文的詮釋資料結合在一

起而完成的。但是，為了讓 OpenURL 的連結有效，圖書館必須維護一個完整、新穎及正

確的知識庫，假若沒有這樣的知識庫，OpenURL 是無用武之地。 

電子資源供應鏈，依循 OpenURL 協定，在過去幾年間已然是與連結解析器完全地整

合在一起；但是，為支援經由連結解析器之知識庫產生 OpenURL 連結，對供應鏈而言，

提供正確與及時的詮釋資料仍是一大問題，這也促使知識庫及其相關工具(KBRAT)計畫

應運而生。知識庫及其相關工具(KBRAT)是一個聯合計畫，係由 UKSG 與 NISO 攜手成

立的計畫，主要是對 UKSG 所提出報告的一項回應，此項報告是由英國學術資訊策略組

(Scholarly Information Strategies)Culling 於 2007 年所撰，該份報告的其中一項建議，是採

行一種全球認同的內容供應商與連結解析器可運作的最佳實務，且可促使解析器上的電子

資源詮釋資料供應更為正確、即時及完整。此項由英國 UKSG 與美國 NISO(美國國家資

訊標準協會)之間的協作計畫，其目標在將這種最佳實務傳布到社群裡。參與此項計畫的

團體有出版社與全文內容整合廠商、連結解析器代理商，以及圖書館暨圖書館聯盟，每一

團體都是代表供應鏈參與此項改善電子資源館藏傳遞的任務。該項計畫目標是為社群提出

一個普遍認同的資料欄位的推薦實作(Recommended Practice)，這些欄位為連結解析器在

建立 OpenURL 連結到使用者所需要的。在此同時，一項資訊樞紐(Information Hub)及一

系列的教育與推廣活動在各地舉行，主要目的在協助出版界與圖書館社群了解及得出其需

求。該項建議性實務，於 2010 年 1 月由 NISO/UKSG 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出版。 

該項推薦實作，要支援達成原有 OpenURL 標準達到全部「連結解析器的相容(link 
resolver compliance)」的目標。它指定及描述內容供應商所需提供的資料欄位，以利各機

關使用者使用其「適當的那份文獻」，隔開網際網路上的其它目標。它涵括的資料欄位，

如識別碼(identifiers)、題名（title）、電子資源的館藏起迄時間、刊期延遲（embargoes）
及收錄程度等，它也推薦一個檔案格式與傳輸選項給連結解析器供應商。該計畫已經發展

一個認證計畫，供內容供應商得以測試他們的詮釋資料的相容性，並透過提升其相容性來

展示與 KBART 合作的緊密。該項計畫也開發一個供應鏈聯繫登錄處(NISO/UKSG, 2011)，
它鼓勵內容供應商確認其詮釋資料的細節，在 KBART 登錄器上是可以找到的。聯盟使用

授權在其與出版社商議資料提供方面開始要求 KBART 的詮釋資料。例如： JISC 
Collections (英國全國電子資源授權使用及磋商機構 )(the national e-deal licensing and 
negotiation agency in the UK)2012 年授權方面指定要與 KBART 相容。現為該項計畫的第

二階段，KBART 的參與團體正關注在改進其原有之使用指南，以涵蓋與電子書及會議論

文集相關之更多特定資訊、聯盟特定的詮釋資料及開放取用館藏等納入其中。 

知識庫及其未來： 

以上所說，是這個社群的近況；此刻有圖書館技術與取閱提供的加入是令人興奮的

時機，全球的聯盟也正在關注著，在剔除各圖書館耗費在相同資料連結核對及知識庫管

理的時間及人力後，圖書館的電子資源管理能更為有效。例如在英國，JISC Collections，
已經被 SCONUL 與 HEFCE 指定為計畫主持人，建置一個與取閱（access）、有權使用



資料（entitlements）、使用情形（usage）和館藏（holdings）等相關的詮釋資料的國家

知識庫。該知識庫意圖降低圖書館在擁有電子資源的管理的總成本；圖書館利用詮釋資

料後可以增進內容連結，不需核對每一個期刊與各個取閱點。此外，此項服務也試圖方

便營利圖書館技術供應商的使用，供應商可以輸入詮釋資料以提升他們提供給客戶的知

識庫。此項委託計畫報告之更多資訊目前已可從 SCONUL 取得(SCONUL, 2011)。 

在美國，NISO 也致力於支援資源探勘服務(Resource Discovery Services)(NISO, 2011)
的詮釋資料提供研議事宜，以集中式索引標準化為基礎。雖然此種產品服務已漸趨成熟，

並已成功用於提升使用者的體驗，但尚有再進步的空間，因此在詮釋資料供應標準化，以

及確保該項供應鏈能夠持續與內容供應商及圖書館技術代理商之間整合，就變得日趨重要。

無疑地，這也會非常受圖書館界下一世代的圖書館技術服務的歡迎，以便進一步增進其資

源探勘力與內容的使用。 

此外，在英國的 JISC 與 RLUK 資源探勘任務小組(Resource Discovery Task Force)已
經啟動一項名為「探索(Discovery)」的計畫(Discovery, 2011)，其目的在推廣資訊社群間

採用開放式詮釋資料，以利這些館藏資源的詮釋資料在增強探勘力上能再次使用。 

最後要提的是(雖然我確信還有許多例子)，美國 NISO 也完成了電子資源管理(ERM)
系統光景評估工作(NISO, 2011)，主要是在評估其在電子資源管理標準規定方面是否有落

差，這是在原有的數位圖書館聯合電子資源管理創新計畫(Digital Library Federation ERM 
Initiative)上建立的工作，此項計畫已讓大部分的營利電子資源管理系統依據其資料欄位與

工作流程來建置。 

為了要讓這類的創新與計畫能成功，他們必須在全球的學術資訊社群間推動，且讓社

群的各行業都能認可。學術產出的供應是沒有國際界限的，我們必須有國家性與國際性的

整合，以期提供一個聯合及完整功能的電子資源供應鏈，假如全球真的致力於合作，它對

圖書館及其使用者將產生難以計數的利益。所以，我的結語是，就這十年來我所見的電子

圖書館服務，我誠摯希望能穩固建立一個更為整合的、直覺的、全球的及合作的探勘環境，

在新興工具與標準出現時，資訊社群必須攜手合作，以確保能修成正果。 

更多有關 KBART 的詳細資訊在 UKSG Information Hub and NISO 網站中之‘Serials’.項
下可以找到，請上網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