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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術圖書館作為教學與研究的資源提供者與服務者，必須不斷地蒐集、採購、組織、整

理重要的學術資源，並持續地發展並提供新穎的服務。近年來，學術圖書館的服務範疇

益形擴大，Information Commons、Institutional Repository、Open Access等觀念的興起，

以及實際服務模式的實踐，都讓學術圖書館的服務模式更有發展性。此外，學術研究的

典範亦有新的發展，以資料為核心的研究典範逐漸成形，無論是稱之為

Cyberinfrastructure、e-Science、或是e-Research的新典範，已經開始影響學術研究的發

展方向。e-Research有四大重要的構成要素：（1）計算能力與網路頻寬（基礎建設）；

（2）資料典藏管理與使用（資料庋用）；（3）作業系統與演算工具（軟體系統）；（4）

學科領域的專業知識（領域知識）。因此，發展完善健全的e-Research環境，需要計算

機與網路中心、圖書館、領域專家三方的密切合作。學術圖書館館員必須深思圖書館在

e-Research的典範必須扮演的角色與承擔的使命。本文以圖書館的角度切入，探討在

e-Research 的典範下，圖書館作為資料的蒐集、傳播、管理的專門機構，提供有效的資

料庋用以及衍生的創新服務之規劃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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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ademic libraries have to continuously acquire, organize, and manage academic resources 

in terms of the role of service provider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resources. Recently, the 

coverage of services provided by academic libraries is increasingly expanded. The rising 

concepts of information commons,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and open access and the 

fulfillment of practical models of new services result in insightful development of service 

models of academic libraries. In addition,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has emerged, i.e., 

data-oriented research paradigm in the name of Cyberinfrastructure, e-Science, or e-Research, 

and has influenced trends of academic researches. The four components in e-Research 

environment are: 1) computing power and network bandwidth; 2) data curation; 3) operation 

systems and algorithms; and 4) domain knowledge.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e-Research environment need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of computer 

centers, libraries, and domain experts. Academic librarians have to sincerely think about roles 

and commitments of libraries in e-Research paradig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data curation 

and the effective planning and deployment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Keywords: Academic Library, Data Curation, e-Research, Research Paradigm 

 

  



壹、緒論 

近年來，隨著各式精密儀器的普遍以及運算技術的成熟，產出大量的數位研究資料，

形成資料氾濫與資料流失的危機，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導致許多學門的研究模式與典範

有了重大的改變，而數位化的研究資料乃為科學研究典範變遷的核心，科學家取用分散

於各地研究資料的需求日益迫切，這也就是所謂大數據時代（Big Data Era）的來臨，

促使 e-Research新典範的誕生。e-Research一詞始於 Anderson & Kanuka（2002）用以

描述教育領域學者的研究方法，e-Research即是 net research，具體的研究方法包括網路

問卷、線上訪談、檢索紀錄分析以及虛擬實境下分析社會行為等，其概念類似 virtual 

methods，或是 internet research（Wouters & Beaulieu, 2009）。後來 e-Research延伸意指

網際網路環境下的學術研究，學者運用以網路為基礎的各式各樣工具，達到跨區域以及

全球性的合作研究（Jankowski, 2009）。 

e-Research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大量研究資料的運算、保存和再使用，可促進學術研

究的進展。Ogburn（2010）認為無論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學往往因為大量的資

料、文件、影片、紀錄、網站或軟體等生命週期的改變而影響著研究靈感的啟發、創新

或是表達，科技的進步已使得 e-Research以最明顯和最徹底的方式影響科學研究。科學

是透過系統化的實驗、觀察、驗證或複製先前的研究成果，是以研究資料的管理、研究

資料的加值、以及研究資料的取用，是健全的研究環境的關鍵因素，因為妥善的保存仍

可被仔細驗證和重複使用，有助於後人瞭解、檢視或激發相關研究。 

雖然大量的研究資料有助於研究的創新，但是過多混亂無序的研究資料，形成資料

氾濫（data deluge）往往使得研究者無所適從。Borgman（2007）認為資料氾濫已顯現

在各學科領域，她指出造成資料氾濫的原因有四，分別是：1)科學研究和實驗以一種高

速度且高密度的形式產生各類型數據或資料；2)紙本式和類比式資料大量地數位化；3)

資料儲存媒體的能力提昇而價格下降；4.各種檢索、分析和數位化工具的普及。學術研

究乃是以資料為基礎，透過資訊基礎建設能將相關的資料和文獻聚集，以產出密集性、

分散性或合作性的資料，將有助於跨學科的研究和學習。 

為妥善管理研究資料，除了制定資料管理政策之外，也需要落實政策規範的資料庋

用（data curation）程序。資料庋用是維護、保存和加值數位化的研究資料，建置值得

信賴的數位資源典藏庫，以利現在和未來的使用（DCC, 2010）。英國與美國是發展

e-Research 較為成熟的國家，皆以國家的力量由上而下規範研究資料管理的作業程序，

投注經費支持資料庋用的相關計畫，以確保研究資料的再使用，不斷地刺激研究的創新

和發現（Ogburn, 2010）。 

學術圖書館必須面對 e-Research 的浪潮並勝任資料庋用的挑戰，Borgman（2007）

指出長期以來，圖書館從事學術出版品的蒐集、典藏、組織，以提供取用服務，但對於

研究歷程中最基本的元素：資料，卻沒有一套妥善的管理機制。整體的學術社群只有少

數的學科領域具備成熟的資料保存機制，而負責典藏資料的單位，往往不是圖書館，而

是各領域內的個別組織；Witt（2008）則認為圖書館具備資訊組織、資訊取用、館藏管

理、機構典藏四項優勢，可以有效地發展資料庋用服務。 

雖然學術圖書館在 e-Research與資料庋用的服務或應用有其積極與主動的角色，但

是卻必須關注服務對象或是使用者的需求，特別是不同的學科領域研究者的需求，可能

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進行研究者的需求調查是很重要的一步，英國與美國都曾經進行

學術文獻討論研究者的需求調查研究。臺灣大學圖書館亦關注研究者的需求調查，期望

可以延伸圖書館傳統上注重的「讀者服務」而至「作者服務」，從採訪典藏學術研究的



終端產出（學術出版品），擴充為同時關注學術研究過程中蒐集、編輯、衍生、或產生

的資料。 

本文討論大數據的時代，e-Research新典範形成的客觀環境下，學術圖書館參與資

料庋用的主客觀因素，以及如何關注研究者的需求，以發展資料庋用服務系統，並進一

步提供資料庋用創新服務的模式。第貳節討論 e-Research的發展現況；第參節說明臺灣

大學圖書館進行的個案探討，以地理空間資訊研究者為訪談對象，討論使用者的觀點與

需求；第肆節分析資料庋用系統服務平臺的功能，以及建構的選擇方案；第伍節則是簡

短的結論。 

 

貳、e-Research的發展現狀 

e-Research具開放式的科學研究、大範圍的資源分享和廣泛的協同合作等基本特點，

是科學研究發展不可或缺的動力來源。有鑑於 e-Research有利於研究的進行、驗證和創

新，歐美各國紛紛投入人力並挹注經費支持 e-Research發展，例如英國在這方面起源最

早，投入大量資金，推動上百個 e-Research研究計畫，美國長期以來在資訊技術、計算

機網絡技術和資源共享服務的領先與努力，具不容忽視地位；亞太地區的澳洲是發展

e-Research成熟的國家之一，由國家政府層級大力推動 e-Research發展，中國大陸近年

來也開始關注 e-Research，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建置相關資訊服務。在 e-Research發展歷

程中，許多國家推動 e-Research建設已獲得相當豐碩的成果，本節說明 e-Research上述

國家或地區的發展現狀。 

英國是歐洲地區網格技術成熟的國家，早期慣用 e-Science一詞，源自於 1999年科

學和技術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主任 John Taylor以 e-Science意謂：

應用網格計算分析大量研究資料的電腦密集式科學，包括國際性的合作研究與支援研究

的新世代設備，他認為 e-Science 將會改變科學的行進方式（Hey & Trefethen, 2003; 

National e-Science Centre, n.d.）。換言之，e-Science是活用高階運算思維的系統化研究

方法，藉由分散式網路合作以執行大規模科學研究，典型的型態包括對使用者提供大量

研究資料、大規模電腦運算資源、高密度的科學儀器以及高度視覺化呈現（RCUK, 2011）。

英國發展 e-Research過程中，英國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uncils UK, RCUK）、數位庋

用中心（Digital Curation Centre, DCC）與英國資料中心（UK Data Archive, UKDA）皆

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在美國推動 e-Research的單位以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與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為主，NSF主要負責醫學以外的

科學教育與研究，而 NIH 負責的範疇便以醫學為主。NSF 對於美國 e-Research 的發展

具有極大的影響力，NSF 於 2003 年提出研究報告：Revolutioniz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hrough Cyberinfrastructur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Blue-Ribbon Advisory Panel on Cyberinfrastructure，由此正式開始發展 e-Research的相關

研究。NSF 明確定義 cyberinfrastructure 是國家層級的整合性系統，包含硬體、軟體、

資源與服務，藉以成立新的科學典範（Atkins, et al., 2003）。美國亦因應「取用公共經

費贊助研究產出資料宣言」，NSF耗資 1億美元成立一項重要的計畫，名稱為 Sustainable 

Digital Data Preservation and Access Network Partners（DataNet）」，該計畫目的為透過創

造示範性的國家與全球資料研究基礎架構組織，發展管理目前與未來資料集與資料流之

多元、數量、複雜性的新方法、管理架構與技術（CARL, 2009）。 

2009年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上任之後，推動「公開政府計畫」（Open 

Government Initiative），倡導參與式民主，主張政府的各項資訊應該是透明的，且依據



美國法令，聯邦政府所屬之各機關產出的資料應屬於公共領域，因此任何人都可以自由

使用，不受限制。基於此原因，美國政府架設了 DATA.GOV網站，讓民眾方便取用政

府單位產出的相關資料（White House, 2011），而 DATA.GOV網站更成為美國 e-Research

發展極為重要的推手。 

澳洲是亞太地區 e-Research發展最成熟的國家之一，2004年為因應 OECD的「取

用公共經費贊助研究產出資料宣言」，澳洲政府開始推動 e-Research。2008 年，由蒙那

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和澳洲政府創新產業科學研究部（Department of Innovation,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earch）建立合約以建置內部的服務，其主要研究社群發表的「布

里斯本宣言」（Brisbane Declaration）內容中指出在公開的研究、資料、知識上，公民應

享有免費的公開取用管道，澳洲各大學應有其數位典藏的管道，而此計畫也獲得蒙那許

大學教育投資基金（Education Investment Fund）的經費補助，開始 e-Research研究之推

動（CARL, 2009）。接續 2009 年，創新產業科學研究部持續提供經費支持此計畫之推

動，經費金額則為兩年 4 千 8 百萬澳幣。有鑑於此，澳洲政府成立澳洲國家資料服務

（Australian National Data Service，ANDS）以推動澳洲的 e-Research，ANDS為 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Strategy的一部份，其目標為確保澳洲研究資料的妥

善管理、可被發現和取得。 

中國大陸近年開始重視 e-Science議題，有關討論 e-Science之文獻也陸續出現，張

智雄（2009）認為科學資訊是 e-Science 之核心，而資訊洪流的出現則導致不可能完全

的儲存和管理，因此資料庋用成為當代的一項重要策略。可惜的是資料庋用並未在中國

受到普遍的重視，也缺少國家層級的政策或協調合作，更沒有大型的實踐案例以瞭解其

運作、規劃、決策、經濟及服務等層面之問題（張智雄，2009）。另外，李箐（2009）

則指出中國大陸目前並無嚴格意義上的科學資訊中心，但仍有一些研究單位的工作與資

料庋用是相關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國科學院的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其主要負責中國

科學院重要資訊資源的保存與共享，並提供網路基礎架構之支援；另外一項重要任務是

制定科學領域之詮釋資料標準，但其中之參與者大多為電腦資訊相關之人員，較少圖書

館人員參與其中。除了中國科學院的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外，國際科技數據委員會

（CODATA）中國全國委員會亦有與科學資料相關之服務。 

臺灣雖然尚未有正式以 e-Research發展為概念的大學或機構，但有些團隊的研究內

涵、資訊基礎建設、典藏研究資料、跨機構合作等特質，亦可列入 e-Research 範圍，

例如中央研究院、國家實驗研究院、以及其他相關資料庫。中央研究院的 e-Research發

展以網格計算團隊（Academia Sinica Grid Computing, ASGC）為核心，以科技輔助支援

研究，網格運算即為結合分散的電腦運算資源、儲存裝置以及其他各類型資訊系統，構

成虛擬的整合應用環境，結合異質的系統與資源，達到單一電腦難以完成的執行效能。

ASGC自 2004年開始，於國科會的輔助下推動 TWGrid，希望在臺灣締造新一代研究基

礎架構的先導環境，以促進臺灣產官學界合作的新模式。 

國家實驗研究院的 e-Research 以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NCHC）為代表，NCHC提供高速計算服務與高品質學術

資源為重心，服務內容包括高速計算、儲存、網路以及平台整合。NCHC 承接「挑戰

2008 六年國發計畫」，建立臺灣高品質學術研究網路 TWAREN（TaiWan Advance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並推動臺灣知識網格 KING（Knowledge Innovation 

National Grid）。其主要工作為規劃網格基礎設施與建置平台、推動先導性應用計畫與社

群發展、促進國際創新交流與合作、建構知識庫中心工程建設、提供網格平台與知識庫

系統維運服務等。其研發合作領域包括：能源光電、醫療計算、科學視算、分散式計算、



叢集與平行計算、水資源計算、高解析顯示與串流以及自由軟體實驗室（國家高速網路

與計算中心，2011）。 

 

參、臺灣大學地理資訊研究者的資訊需求 

在資料庋用的程序中，研究人員不僅是研究資料最大的內容提供者，同時也是使用

者，他們對於研究資料庋用服務抱持的態度及期望，會影響圖書館資料庋用服務的方式

和內容，因此研究機構或大學在提供相關服務之前，大多會針對機構內的研究人員進行

初步調查，瞭解他們的需求以及資料管理與保存之現況。臺灣大學圖書館在啟動資料庋

用服務與開發資料庋用系統之前，亦企圖探究臺灣大學的老師與研究員的看法與需求，

然而臺灣大學是一所完整的大學，發展眾多的學科領域，本次的個案探究，我們考量地

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的應用層面廣泛，且跨學科的特質明

顯，故選定地理資訊作為研究主題。 

一般而言，地理資訊涵蓋兩大類，分別是空間資料（spatial data）及屬性資料（attribute 

data）（劉威麟，1997）： 

 空間資料：記錄空間中的點、線、面等空間元素，如城市、河川、道路、洪氾

區域等。空間資料又可分成兩類：網格資料（raster data）及向量資料（vector 

data）。網格資料係由點矩陣組成，例如一般 bmp 檔案等影像資料；向量資料

則以記載空間中之點、線、面等元素之座標為主，可對不同之空間元素進行搬

移、修改、複製、刪除等編輯工作。 

 屬性資料：記錄空間元素的特徵，如城市的名稱、面積、人口、老人率，河川

的長度、洪峰等資料，一般係以表格型態存在。 

在地理資訊特性部分，Bose & Reitsma（2005）指出地理資訊系統之資料和其他類

型資料相比具有其獨特的複雜性，原因包括特殊的資料結構、索引系統和適用之演算法。

陳友芳（1997）進一步指出，地理資訊包含的層面廣泛，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都能應

用各式各樣的地理資訊，如土地管理系統、公路資訊管理系統、市政統計資訊系統、土

地分區證明核發系統、森林資源資訊系統、自來水管線管理系統及交通管制設施管理系

統等。至於在業界則引申出商業應用的 GIS，顧名思義是為運用於商業用途的地理資訊

系統，包括商店選址系統、運輸路徑管理、汽車導航、房屋仲介、保全、休閒旅遊、地

圖製作等。 

我們採取訪談法，以作為未來發展資料庋用系統之重要參考。為深入瞭解研究者對

資料庋用系統的需求，採用半結構式訪談，訪談大綱主要參考D2C2提供的Data Curation 

Profiles Toolkit（2011），以及牛津大學的訪談大綱（http://ora.ouls.ox.ac.uk/objects/uuid 

%3A4e2b7e64-d941-4237-a17f-659fe8a12eb5/datastreams/ATTACHMENT02），由於此二者

皆適用於各領域研究人員之訪談，故將兩者統整後進行適度的調整，以符合本研究的情

境與目的。完成訪談大綱後，進行了 3回前測，再依據前測結果與受訪者建議，修改訪

談大綱後正式進行訪談。希望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法瞭解下列問題：  

 地理資訊應用領域研究資料概況。 

 受訪者對於發展資料庋用系統之觀點與參與意願。 

 受訪者對於資料庋用系統的期待與需求。 

    第一個問題在瞭解地理資訊應用領域的研究資料概況，以作為研究資料整理的參考，

此外，也瞭解受訪者整理、保存及分享現有研究資料的方式、範圍與對象。第二個問題

在瞭解受訪者對於發展資料庋用系統的整體觀點與參與意願，本研究考量受訪者或許不



熟悉資料庋用服務，因此在訪談過程，會向受訪者說明何謂資料庋用服務，並且視情況

展示國、內外相關的系統平台。第三個問題在瞭解受訪者對於資料庋用系統規劃面、支

援面以及功能面的期待與需求，其中系統功能面先由受訪者提出其認為重要的系統功能，

當受訪者無法具體表達時，訪談者即採引導方式，參考預先擬好的九項重要系統功能，

請受訪者表達意見，並請其詳細說明認為最重要的三項功能。 

研究對象為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利用地理資訊系統作為研究工具，或本身從

事 GIS 理論相關研究之研究者。透過電子郵件邀請 7 位研究對象接受訪談，但僅獲 6

位研究者同意接受訪談。以下分別由研究資料的現況、資料庋用的整體觀點、資料庋用

系統的期待、資料庋用系統的功能需求，說明訪問調查的結果。 

一、地理資訊研究資料現況 

    依據此次訪談紀錄以及分析結果，我們將受訪者產出的地理研究資料類型大致歸納

為 GIS shapefile、地圖資料、觀測資料、電腦模擬模型、主題性資料等五種類型。研究

資料整理或是保存的現狀則是全數都保存於研究室的電腦伺服器，且都沒有上傳至學科

社群的的資料庫，整理歸檔的方式則略有不同，有些學者是依照時間與類型；有些是依

照計畫；有些甚至是依照助理來歸檔。 

二、資料庋用的整體觀點 
    整體而言，六位受訪者皆對於發展資料庋用系統抱持著正面的態度，然而，受訪者

也不約而同表示，研究人員需要花費額外心力整理研究資料才能上傳至資料庋用系統，

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研究資料必須被解釋清楚才能夠被利用；其次，受訪者皆表

示，由於日常研究歷程中，撰寫論文與執行研究計畫是首要任務，研究過程中對於研究

資料的整理，都是以該次研究的需求去訂定資料的欄位，通常並不會特別遵行國際間通

用的詮釋資料格式；最後，身為一個專業的研究者，尤其在臺灣這樣一個比較小的研究

環境，彼此之間已經都相當熟識，什麼樣的研究該向什麼人索取資料，早已了然於胸，

所以對研究者本身而言，這樣的系統其實需求上的迫切性並沒有這麼高。 

    理想上來說，此次受訪者對於參與資料庋用系統的意願皆屬正面，只要沒有機密性

質或著作權顧慮的資料，皆樂意公開分享。然而，就如先前提到的，若與手邊正在進行

的研究相較，整理研究資料的優先順序往往較低，但是在系統建置單位提供協助的前提

下，有受訪者願意以研究論文為單位進行整理，且希望整理每一個研究論文的研究資料

能在幾個小時內完成 

    對於將資料庋用系統作為儲存備份的平台，許多受訪者認為這樣的概念相當好，但

是系統的存放空間、存取速度以及安全性，皆是可能的顧慮。以備份平台來說，只要存

放空間、存取速度、安全性沒有疑慮，研究人員很願意放上去，但是有一些會需要特殊

圖檔的傳輸技術。由此可見，安全性對於備份儲存空間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安

全無虞的前提之下，研究者才會放心將資料庋用系統當成備份的平台。 

三、資料庋用系統的期待 

    受訪者對於分享自身研究產出的研究資料大多抱持開放的態度，然而，在訪談過程

中，受訪者也提到，其自身研究產出之研究資料，尤其是自建觀測站所得的觀測數據或

圖層資料，大多是因應研究目標而擷取特定的時空範圍。因此，這樣不連續的片段資料，

是否適合公開分享於資料庋用系統？對於這樣的疑問，有些受訪者表示，雖然在政府單

位可取得連續性的大範圍的觀測資料，但有些特定區域的特定屬性是不在政府機構的偵

測範圍內的，因此，這類型的觀測資料，雖然是片斷的，但卻有其獨特性與不可回溯性，

具有收錄的價值；然而，相對來說，另有受訪者提到，會不會有另一個研究者剛好需要



與自身研究一模一樣的時空範圍的觀測資料？受訪者認為這樣的機會恐怕不多。 

    綜上所述，受訪者認為在收集資料時，資料庋用系統發展者需要清楚訂定研究資料

收錄的範圍，考慮的標準有可能會是資料的獨特性等因素。此外，對於片段時空範圍的

資料，是否也應納入系統？這些都是資料庋用系統發展者應先考慮的。資料庋用系統發

展者對於著作權不明確的研究資料，如何一一取得授權？或者直接不收錄這種狀況的研

究資料？這是發展系統時需要一併考量的。 

在資料庋用系統的發展過程，研究資料的整理可以說是最基礎的一環，因為這牽涉

到系統的資料是否能夠被正確的檢索到。本次訪談有兩位受訪者具備發展相關系統的經

驗，針對研究資料的整理，兩位受訪者都表示在發展相關系統時，花費很多心力處理資

料。第一位研究者陳述，發展系統時的做法是直接將研究者的研究資料按照原樣著錄上

傳，只要能夠清楚說明該研究資料內容即可。另一位受訪者卻發現後續使用效益不高，

因此這位受訪者建議，系統建置者可先將資料格式做規範，然後請有意願合作的研究者

在研究過程中遵行這樣的規範來做資料整理。 

    對於研究者來說，經費的挹注雖然有助於提高研究者參與研究資料整理的意願，研

究者雖然很想要整理手邊的研究資料，但是緊接而來的其他研究，讓研究者沒有太多的

時間可以花費在整理研究資料上。會有這樣的狀況，可能的原因是當前國科會研究專案

計畫的模式，使得研究者為了因應一年緊接一年而來的研究計畫，而不得不將整理研究

資料的工作優先性放在後面。 

四、資料庋用系統的功能需求 

    為瞭解受訪者對於資料庋用系統應具備功能的需求，訪談過程中先由受訪者提出其

認為重要的系統功能，當受訪者無法具體表達時，訪談者即採引導方式，參考預先擬好

的九項重要系統功能，請受訪者表達意見及看法，以下為此次訪談歸納出最重要的三項

系統功能。 

1. 良好的檢索與瀏覽功能  

受訪者提到希望資料庋用系統能夠提供類似 Google一樣簡潔有力的檢索介面，而瀏

覽的方式也同樣重要。由此可知，在資料庋用系統的研究資料，必須做好完善的組

織以及分類，讓使用者可以輕易的檢索或瀏覽得到所需資料。更具體來說，受訪者

希望資料庋用系統的檢索功能，可以檢索到地理資訊資料中各圖層的細節。 

2. 充足的儲存空間 

所有的受訪者都認為充足的儲存空間是資料庋用系統非常重要的功能，因為研究需

要而架設偵測器，這些偵測器在各站點即時傳回觀測數據，存放在研究室的電腦裡，

這些數據是不斷成長的，而且數量非常龐大，所以充足的儲存空間是非常重要的。

受訪者指出有些遙測影像的單一檔案就非常的大，所以需要大量的儲存空間。另有

受訪者更強調，目前儲存設備的成本並不是非常高，所以充足儲存空間應該是資料

庋用系統基本必備的一項功能。 

3. 提供研究資料的引用格式 

在此次訪談過程中，「可提供引用資料的著錄格式」的重要性排名第三，顯見資料提

供者認為研究資料的提供對於學術研究有重大的貢獻，應得到應有的尊重。舉例來

說，英國愛丁堡大學的 DataShare系統，以及美國太空總署之下的 ORNL Distributed 

Active Archive Center（DAAC）都有提供引用研究資料的著錄格式，方便使用者引用

該研究資料。 



肆、資料庋用服務平臺之建構 

以 e-Research支援一切研究活動的目的來看，要創建涵蓋大部分學科領域及研究需

求的單一系統環境以滿足研究者的需求，在現階段的確是十分困難。我們關注的則是與

學術圖書館密切相關的資料庋用系統平臺，分別討論系統功能要素、常用工具、以及選

用建議。 

一、資料庋用系統功能要素 

一般而言，為支援資料庋用的目標，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本文整理分析並提出系

統應具備的功能及評估重點，分別由以下幾個層面說明。 

1. 資料檢索 

 檢索及瀏覽介面：使用者是否能透過各項指引及檢索點，很容易地檢索到需要的

資料？是否提供彈性易用的前分類、後分類、縮小範圍查詢、相關度及指定欄位

的排序功能？ 

 檢索正確度：資料索引機制是否支援亞洲語系及其他語系？檢索結果呈現是否正

確無誤？ 

 檢索效能：於巨量資料中執行索引及檢索的效率如何？ 

 知識探索及關聯：是否可提供衍生、引用等資料關係以供查找？ 

2. 資料使用 

 資料公開對象設定：可否依群組及使用者選擇公開對象？ 

 資料公開時間設定：可否單筆或整批設定資料公開的時間點？ 

 資料存取方式：資料需使用何種軟體開啟？ 

3. 資料管理 

 詮釋資料管理：詮釋資料是否可彈性自訂？是否可針對 Collection-level 及

Item-level 分別作描述？數位檔案之部分詮釋資料是否可由系統自動產生？是否

支援多種詮釋資料之對應與轉換？ 

 資料編輯及匯入工具：是否提供易用的單筆及整批新增、修改、刪除工具？ 

4. 系統介面及使用 

 語言介面：是否提供多語介面？ 

 使用友善度：使用者是否必須經由大量使用指引才能使用系統？ 

 介面客製化：是否提供充足、彈性、易設定的使用介面客製化功能？ 

5. 資料取得及加值利用 

 資料匯出：是否可提供標準格式（如 XML、CSV等）資料匯出，或依據不同的

詮釋資料著錄標準進行轉換匯出？ 

 引用格式轉換：是否提供不同引用格式的資料轉換匯出？ 

 統計資料：是否可提供資料下載次數等各式用途的統計數據？ 

6. 資料儲存 

 資料庫架構：是否採用開放原始碼及開放性資料庫架構？資料儲存的結構

（database schema）是否合理有彈性？ 

 儲存空間管理：原始資料可能因檔案格式的特性，或龐大的檔案數導致動輒數

GB、TB的資料量，系統是否有足夠的存放空間？是否支援分散式儲存系統架構

及擴充能力？ 

 儲存可靠度：系統是否具備完善及可行性高的備援機制，以確保維持資料安全？ 



7. 系統管理及開發 

 系統軟體安裝容易度 

 系統建置及設定容易度：是否提供簡易系統設定介面？使用者是否可輕易地依不

同內容架構需求，從無到有建置完整系統？ 

 系統功能擴展及再開發容易度：是否採用通用程式語言開發？程式及資料庫架構

是否具有彈性，易於修改或新增功能？ 

 管理介面：後臺管理介面功能是否完善易於使用？ 

 介接 API：是否提供符合開放式標準協定的介面供外部系統介接？ 

二、資料庋用系統建置工具 

資料庋用可以說是整個 e-Research的基礎及重心，缺少了此要件則無法將整體環境

建立起來。因此在發展 e-Research系統的初步階段，建造一個資料庋用系統，將研究過

程產出的各式資料長期保存並做合理使用，是最重要及迫切的。選用發展已行之有年的

機構典藏系統（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R）作為 e-Research系統的基礎模組，是目前普

遍採取的方式。然而，機構典藏系統與資料庋用系統的著重層面有所不同，機構典藏的

真實意涵是典藏保存機構內部的研究產出，機構典藏系統較偏向以機構為中心；資料庋

用則是以研究者為中心，保存所有研究過程中的資料（data）、資料集（datasets），注重

在一定的安全控管及使用條件下，研究者間資料的流通及合理利用（Choudhury, 2008）。

以下介紹幾個廣為使用的免費開放原始碼軟體。 

1. DSpace 

DSpace於 2002年由美國MIT圖書館與惠普實驗室（HP Labs）共同研發，是以存取、

管理與保存各種形式的數位化學術資料為目的而開發的軟體，2007 年成立非營利的

DSpace 基金會並設立了社群共同開發的發展模式，在全球各地已有近千個用戶將其

應用在以機構典藏為主的系統建置。DSpace以 community、collection、item、bundle、

bitstream 的階層式物件結構作為系統元件主軸，輔以可依循標準亦可自訂的詮釋資

料著錄、基本並完備的瀏覽與全文檢索、詳盡的物件權限管理功能，以及各式標準

化的匯入匯出、RSS、OAI等機制。 

2. Fedora (Flexible Extensible Digital Object Repository Architecture) 

Fedora系統源於 1997年美國 NSF研究計畫，由美國康乃爾大學及維吉尼亞大學圖書

館共同發展，於 2001 年啟始第一階段計畫，2007 年轉由非營利組織營運，更名為

Fedora Commons，更開放廣納各界一同進行系統的貢獻及研發整合（Fedora Commons, 

n.d.），在 2009 年與 DSpace 合作推出 DuraCloud，往雲端服務的方向邁進。Fedora

旨在建一個具有彈性、可擴充的數位物件儲存系統架構，Fedora 以服務導向式架構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為設計基準，將系統核心模組使用多樣化的標準介面

（API）如 REST/SOAP、RDF檢索語言（SPARQL）、及各式 web services。換言之，

採用 Fedora可以有較大的彈性，但系統建構相對地需要更多技術的涉入 

三、資料庋用系統工具選用建議 

若以本文提出的資料庋用系統功能要素分析比較 DSpace與 Fedora系統，兩者各有

優劣，請參照表 1。整體而言，Fedora提供元件式的系統核心，在功能面較為完整且具

有彈性，可以處理較複雜的檔案資料，目前也已有許多周邊的介接工具及延伸套件可供

選擇使用（Fedora Commons, n.d.）。但是 Fedora系統在初步建置及設定的門檻較高，有

許多延伸套件，並非指單一套件或再開發的軟體，圖書館必須編制具備資訊專業的技術

人員。DSpace 則是以提供產品式的套裝軟體為主，建置及使用較為簡單且容易上手，

但系統的功能也較為單純，雖然與 Fedora 一樣同為開放原始碼軟體，但擴充度稍弱，



若需自行開發也許將會耗費較多成本。其實兩個系統的設計精神原本即不太相同，在選

擇適用的工具時，應考量機構本身的需求重點及可投入的人力成本，若套裝軟體提供的

功能已符合所需，則不需選用太複雜的系統；若有特殊的複雜處理需求，或特別著重系

統未來的加值與擴充，在具備系統開發人員支援的前提下，則可以選擇整合性高的元件

模組。 

 

表 1：DSpace與 Fedora功能比較 

功能類別 功能項目 DSpace 

Fedora 

系統核心 
核心+ 

延伸套件 

資料檢索 

檢索及瀏覽介面    

檢索正確度    

檢索效能    

知識探索及關聯    

資料使用 

資料公開對象設定    

資料公開時間設定    

資料存取方式說明設定    

系統介面及使用 

語言介面    

使用友善度    

介面客製化    

資料管理 
詮釋資料管理    

資料匯入及編輯工具    

資料取得及 

加值利用 

資料單筆及整批匯出    

引用格式轉換    

統計資料    

資料儲存 

資料庫架構    

儲存空間管理    

儲存可靠度    

系統管理及開發 

系統軟體安裝容易度    

系統建置及設定容易度    

系統擴展及再開發容易度    

管理介面    

介接 API    

說明：表示具備完整功能；表示具備部分功能或未盡完善；不具備此功能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使用開放原始碼套裝軟體的好處是建置快速，系統可以在已有的基礎架構上再進行

客製化以及開發所需功能。以上介紹的幾個系統都是英美語系，在系統介面的設計、使

用方式、作業流程，以及中文、亞洲語言的搜尋及呈現，都是必須再加以修正的。雖然

在現有系統架構上進行擴展開發，在某些層面上比開發全新的系統更具有複雜度及侷限

性，但以整體發展的長遠觀點來看，熱門的開放原始碼軟體多具有開發者及使用者論壇

的討論和交流的空間，以及可供技術人員貢獻開發成果的環境，能集眾人之力讓軟體功

能日臻完整成熟，仍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伍、結論 

隨著資訊基礎建設的日趨完善，科學研究朝向以資料為中心的 e-Research發展，為

發揮研究資料的價值，許多提供研究經費的機構，已經開始要求研究者在申請計畫的時

候，必須檢附資料管理計畫。學術圖書館為支援研究，因應學術社群的需求，提供資料

庋用服務，進行蒐集、評估、組織與保存研究資料，協助研究人員便於存取和再使用資

料，有利於驗證研究、激發研究和創新研究。學術圖書館發展資料庋用是重要的課題，

我們提出三種面向的建議，分別是：1)精進圖書館員知能以勝任資料庋用任務；2)實施

需求調查以奠定資料庋用基礎；以及 3)規劃合作策略以推動資料庋用服務。 

資料庋用為支援 e-Research程序的重要環節之一，建構資料典藏系統是好的開始，

完整的 e-Research系統需要植基於此，再擴展為多樣化及多功能的整合性 e化研究環境。

e-Research對於研究的意義，不僅僅是資訊科技對研究過程的渉入和輔助，它也漸漸帶

來研究行為和研究文化生態的轉變。資訊服務系統並非萬靈丹，系統開發者的工作目標

並不是建立一個無人介入的全自動化環境，而是希望能藉由資訊科技的深入輔助，減少

研究的障礙及複雜度，讓研究者與資源間能夠更有效地互動，提昇研究的品質及產能，

並加速研究週期的循環。隨著 e-Research系統各方面發展，系統平臺扮演的角色，應該

超越以往的後援功能，而是與研究活動的各個程序環環相扣，其所帶來的效益及影響力

將會逐漸地廣為全球研究機構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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