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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在書目控制管理作業的構想——以全
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為例
▓ 嚴鼎忠、許靜芬

聯合目錄97至98兩年新增累積的書目紀

一、緒論
民國79年7月，國立中央圖書館（85年易

錄近130萬筆（連結247萬餘筆館藏紀錄），這

名為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為國圖）奉行政院

些書目及館藏資料的來源如下：

核准成立「書目資訊中心」，該中心業務隸屬

（一）合作館批次書目轉檔

編目組，85年1月「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立

資料庫中約97%的資料來自合作館提供的

法通過，「書目資訊中心」依據組織條例第11

書目及館藏紀錄，資料提供方式以批次傳送為

條之規定，建置為一級單位。87年奉行政院核

主。合作館自98年4月開始，先將批次書目檔

定公布「書目網路合作辦法」，成為官方建置

傳送至「NBINet合作館書目品質管理系統」

全國性書目網路系統的法定機構，積極推動各

進行檢核，通過檢核及處理的書目紀錄，由書

項工作，期能邀集國內圖書館共同發展各類型

目中心人員確認後，再轉入聯合目錄資料庫。

出版物之線上合作編目，建立「全國圖書書目

（二）ISBN/CIP新書書目
書目中心定期從新書書目資訊網系統轉

資訊網」（以下簡稱NBINet），以達成「一
館編目，多館分享」的目標。

出ISBN及CIP書目紀錄，通過檢核處理後，再

全國各級圖書館計有5千多所，囿於國

轉入聯合目錄資料庫。97至98年轉入的紀錄量

圖人力與經費，目前加入NBINet之合作館計

約佔總轉檔量的3%，其中部分已被合作館提

有77館，其中國家圖書館1所、專門圖書館15

供的完整書目紀錄覆蓋。

所、大學校院圖書館48所、公共圖書館13所；
以地區分：北區43館、中區13館、南區17館、
東區4館。
NBINet第一代系統——Chinese CATSS啟
用於80年，為加拿大廠商所開發（80年10月
至87年1月），採分散式架構，各合作館資料
分別儲存，不進行重複比對。該系統因升級
困難，使用者界面親和力不足等原因，改由
美國廠商開發之INNOAPC系統取代，自87年
4月迄今。屬集中式資料庫架構（現已升級為
Millennium系統），提供全國各圖書館合作編

圖17

NBINet目前資料檢索結果畫面

目及轉錄，以分享編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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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著錄來源的選擇、著錄項目在不同來源有
歧異時的處理方式、正題名中之標點符號（與
編目規則指定之標點符號相同而有礙辨識時，
得改以適當之符號或省略）等。
（三）編目政策各館不同，造成同一本書有多
筆書目紀錄
基於各館的編目政策不同，使得同一本
書有不同的書目紀錄，例如：著錄的詳簡程
度、套書單編或套編、年刊採行連續性出版品
或單一圖書方式編目、書後附件（如附光碟
圖18

NBINet新一代檢索結果畫面

二、聯合目錄書目紀錄品質之檢討
依照常理，每一本相同的書，交由館
員編製書目，理當一致，但事實卻非如此。
NBINet聯合目錄之書目紀錄來自各別的合作
館，各館根據同一本書所編製的書目，並非完
全相同。而切入NBINet系統進行檢索時，往
往發現一本書有多筆書目紀錄，相較之後證實
其中部分的書目紀錄屬於同一本書。探究這些
現象的背後成因，約略如下：
（一）機讀格式各館不同，造成同一本書有二
筆書目紀錄
NBINet聯合目錄可同時並存CMARC與
MARC21二種格式，由於NBINet聯合目錄
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各級圖書館進行「抄錄
編目」，為讓各自採用不同機讀格式的圖書
館，都可以在聯合目錄中找到適用的機讀格
式書目，因此，同一本書保留合作館上傳的
CMARC與MARC21各一筆書目紀錄。
（二）編目規則各館解讀不同，造成同一本書

片）之析出單獨編目等。
（四）書目紀錄「字」體差異，造成同一本書
有多筆書目紀錄
各館上傳之書目紀錄在比對時，常可遇
到一至數個字不相同的小誤差，究其原因或為
異體字、或為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字碼顯示上的
不同、或為不同字碼轉換過程中造成的差異，
在系統無法判定是否為同一筆書目紀錄時，採
並存策略，導致有多筆的書目紀錄同時存在。
（五）採行語文不同，造成同一本書有多筆書
目紀錄
中英文對照的圖書，部分合作館視為中文
圖書加以編目、部分合作館則視同西文圖書以編
目，造成同一書有二筆不同語文的書目紀錄。
（六）編目館員疏失，造成同一本書有多筆書
目紀錄
合作館部分書目紀錄係由委外人員協助
編製，書目品質良窳不一，造成著錄項目內容
或疏漏、或錯誤等，導致書目比對失敗，徒然
新增錯誤的書目紀錄。

有多筆書目紀錄
各館對於《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的解
讀不同，使得同一本書有不同的書目紀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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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目控制與書目成長
由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國家書

圖書館在書目控制管理作業的構想——
以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為例

目指南工作組所編寫出版的《Guidelines for

作者、出版等相關資訊，向國圖的書號中心

National Bibliographies in the Electronic Age（數

申請ISBN書號，此即為出版品最早的書目紀

位時代的國家書目：指南與新方向）》乙書，

錄，稱為「申報書訊」。

提到「書目控制」是指：一個涵義廣泛的術

出版者申請ISBN書號的同時，並可申請

語，包含所有對書目記錄檔案所進行的創造、

預行編目（CIP），預行編目完成的書目紀

組織、管理和維護活動，以便檢索檔案中的資

錄，依規定得印製在書上指定的位置，此即為

訊更加容易。其中，書目記錄檔案可用以代表

「書載書目」。

館藏項目、檔案資料或出現在索引或資料庫中

出版品一經正式出版發行，依法在規定

的原始資料。書目控制包括：使用統一目錄規

期限內要送存國圖。國圖的編目組依據編目作

則、分類系統、名稱規範、優先標目的書目著

業規範，採行一定的編目規則、分類法、主題

錄和主題檢索的標準化；目錄、聯合目錄、檢

詞表等，編製出一筆國圖適用的館藏書目紀

索工具的創建和維護；提供對所藏項目的物理

錄；各級圖書館得於此出版品徵集入館後，依

檢索。（Reitz, 2004, 第69頁）如就書目紀錄的

據各館的編目作業手冊等規定，編製出該館所

品質控制而言，包括：書目資料著錄的一致

需的書目紀錄，此即為「圖書館編製書目」。

性、正確性、完整性與標準化。（陳和琴等，

當各級圖書館紛紛或以原始編目、抄錄

2003）

編目等方式，編製出該出版品的書目紀錄時，

聯合目錄建置過程中最關鍵的作業項目

全國有76個經協定的合作館，會將其完成的書

包括：「書目查核」、「書目比對」、「書目

目紀錄，不論是完成原始編目或者抄錄編目的

去重」與「書目升級」等，這些正也是區分

書目紀錄，以批次處理的方式，上傳書目紀錄

「抄錄編目」與「原始編目」的重要核心業

給國圖的書目中心，書目中心經過「書目紀錄

務。檢視過去的研究發現國圖以ISBN書號為

品質管制」、「書目紀錄（詳簡）分級」、

主軸，查核同一筆書目紀錄，從書號中心到書

「書目紀錄比對去重」、「書目紀錄（詳簡）

目中心後的異同現象，試圖分析出書目紀錄的

升級」等作業，將各館上傳的書目紀錄，編製

流變原因，找出可行的改善對策方案，以增進

成全國性的書目紀錄，置於「全國圖書書目資

合作編目之作業效能，達到國家書目控制的理

訊網（NBINet）」中，提供作為全國各級圖

想境界。

書館進行抄錄編目或知識支援服務所需之書

出版品「書目紀錄」的成長歷程，可簡

目，此即為「國圖供應書目（聯合目錄）」。

略分為：申報書訊、書載書目、出版新書書

深入探討此一課題，可瞭解每筆書目紀

目、圖書館編製書目、國圖供應書目（聯合目

錄在各階段所產生的變化情形，進而尋索出確

錄）、成熟書目以及主題書目等七個階段。這

實可行的「書目控制」方案，以舒緩書目紀錄

些階段也可說是「書目紀錄生長期」與「書目

的紊亂現象，相對減少人力物力的不當耗費，

流」的演變發展歷程。我國的出版品，在編印

並增進書目品質與知識支援服務的效能。

完成付梓之前，依法需檢具該出版品的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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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分類號、主題詞等。
2.書目紀錄與權威紀錄：每筆書目紀錄的
主要組成單元，如題名、著者、出版
者、ISBN等，其實也是一個權威紀錄，
可運用權威紀錄的方式加以建置與維
護。
3.識別編碼與書目權威紀錄：每個權威紀
錄、書目紀錄都有其識別編碼，利用識
別編碼成為日後書目控制的主要處理依
據，以免除過多繁複的辨識、比對等的
運算與除錯。
4.書目與權威紀錄的關連：每筆書目紀錄
是由主要的權威紀錄（組成單元）所構
圖19

「書目骨幹核心暨綜合管理計畫」大綱

成，因此，每筆書目紀錄內含有數個權
威紀錄；每個權威紀錄有其權威紀錄間
的關連，也有其分屬於數個書目紀錄；
建立權威紀錄與書目紀錄間之關連，將
有助於日後書目在服務、分析與運用時
的便捷性。
5.全民參與書目權威紀錄控制：數位時代
使用者、著者、館員的角色地位是交互

圖20

書目記錄成長關係示意圖

進行的，建立系統使用者交流機制，使
用者可以參與書目權威紀錄之共建共

四、書目控制管理作業的幾個構想
數位時代個人的創作出版，已擺脫出版

目紀錄主動傳送給作者，由作者自行進

技術與費用的制約，因此，大量的圖書資訊進

入權威紀錄進行確認維護，等同協助作

入圖書館，由館員進行書目編製作業，而書目

者永續維運個人之著作目錄於圖書館

編製的好壞，就成為圖書館服務品質的首要考

中。這種藉助使用者、作者之力量，共

驗項目。面向數位時代，國圖在國家書目的編

同建立高品質之書目權威紀錄，應該是

製作業上，正計畫開發一項實驗系統，主要之

數位時代理想的書目控制管理作業。

構想說明如下：
（一）書目控制管理作業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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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錯誤通報等，館方也可將入館的書

（二）書目控制管理作業項目
1.書目權威資料檢核：依據各種資料來源

1.書目紀錄及其組成單元：每筆書目紀錄

參數管理的設定，判斷各來源的資料格

主要的組成單元包括：記述編目的題

式，是否符合參數設定，並進行各項檢

名、著者、出版者、ISBN；以及主題分

核。系統須針對各項檢核結果產生統計

圖書館在書目控制管理作業的構想——
以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為例

進書目權威紀錄比對整併作業之依據。

及報表，各項檢核偵測到的問題，須在
報表中列出足以辨識的說明。
2.原始書目權威資料分級評分：原始書目
權威紀錄分級評分目的除了提供資料原
始建置單位參考之外，亦作為後續重複
紀錄比對整併作業之依據。
3.書目權威資料轉換：為進行不同格式資
料匯入本系統資料庫作業，透過各種來
源資料格式與本系統資料格式之轉換對
照，系統須將不同來源、類型、建檔格

圖21

書目控制管理作業項目示意圖

式、字碼格式的書目權威資料，轉換為
本系統儲存的建檔格式、欄位項目、字
碼格式。系統並須提供各種轉換對照表
之參數化管理機制。

五、國家書目與服務品牌
建置聯合目錄的主要目的有二：一為書
目供應，一是館際互借。滿足館際互借功能的

4.書目權威資料比對：為維持資料庫書目

聯合目錄，對於書目品質的要求不會太高。但

權威紀錄的獨一特性，從各種來源匯入

是，書目供應則與各館的「抄錄編目」工作密

的新進書目權威紀錄，應分別與資料庫

切相關，二者大不相同。

現有書目權威紀錄進行重複比對，系統

教育部自95年起，陸續成立9座「區域教

能自動判別者，則由系統自動進行後續

學資源中心」，一般大學有6座，包括：北區

處理；無法由系統確認者，則由人工進

（東吳大學）、桃竹苗（中原大學）、中區

行確認作業。系統應提供比對規則之參

（逢甲大學）、雲嘉南（成功大學）、高高屏

數化管理機制。

（高雄師範大學）、東區（東華大學）；技職

5.書目權威資料整併升級：為藉由不同來

院校有3座，分別為：北區（國立臺北科技大

源的書目權威資料，進行重複書目權威

學）、中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南區（高

紀錄內容之修訂增 補，提升書目權威紀

雄應用科技大學），惟東區資源中心據聞已於

錄完整度。系統應具備自動整併重複紀

99年2月1日裁撤。至於圖書聯合目錄的建置，

錄功能，並須提供人工整併多筆書目權

目前共有6個查詢系統，其中東吳大學開發建

威紀錄之線上處理介面。

置的北區為一實體書目資料庫整合查詢系統，

6.書目權威資料關連：為提升書目權威控

其他的桃竹苗、中區、雲嘉南、高高屏及技職

制及書目查詢服務效能，系統應具備書

院校中區等5座區域中心，則採用虛擬介面書

目權威關連機制。本項機制應適時納入

目整合查詢方式，提供各區域校際間的圖書資

比對、整併作業中，主要由系統自動執

源共享、代借代還等服務。

行，輔以人工作業執行。

當前，教育部國教司刻正推動「全國國

7.書目權威資料分級評分：建立關連後的書

小圖書館線上書目資料庫」，亦對本館所建置

目權威紀錄分級評分的目的，係為後續新

的聯合目錄多所期盼，由此可知，國內各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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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的書目編製業務，大多希望由國圖承擔，
一則減輕人力資源的浪費，又能避免品質不齊
的書目干擾日後的書目服務。
落實國家書目控制的施行，將可使書目
紀錄著錄達到一致性、正確性、完整性與標準
化，進而樹立國家圖書館的編目領導地位，創
造出卓越獨特的服務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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