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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標 

一、計畫背景 

目錄是圖書館服務的基礎，完備的目錄系統提供圖書館採訪、典藏、流通、閱覽

及參考服務。有了精確詳實的目錄才能有良好的圖書館服務，而完備目錄的建置則完

全有賴於圖書館編目人員的嚴格把關。因此，圖書館與時俱進之編目專業教育訓練，

以及編目人員賴以進行文獻資料整理之標準規範與手冊的編訂，益顯迫切。 

編目專業人才之養成，是經由長時間的培育訓練、實務經驗累積而來。然而完備

目錄的建置仍需遵循資訊組織規範，再者國際資訊組織規範近年大幅轉變與翻新，國

內鑒於書目國際化的考量，中文資訊組織相關規範與技術服務必須迎頭趕上，期能與

國際同步或與時俱進。 

（一）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置 

近年由於圖書資料出版品數量增加及組織編制相關編目人力有限，致本館透過

各種途徑努力徵集而來的館藏，經年累月而留有待編圖書資料。然而圖書資料必須

完成編目始可供讀者透過線上目錄查詢與借閱，況且書目的最終目的在於服務讀者，

圖書館經由採購、交換或贈送而入藏的圖書文獻，須透過系統化的組織整理，方能

被查檢、辨識、選擇、獲取及利用。若未能即時完成入館圖書資料的編目上架，這

些圖書資料將等於僅將之入藏而不為所用，因此加速本館待編圖書資料的分類編目

等資訊組織作業之需求迫切。 

書目的控制與精進不僅決定書目品質之良窳，還直接影響到書目提供閱覽服務

的正確性與時效性。如何配合國際資訊組織發展趨勢，提升圖書館書目服務品質，

向來是圖書館資訊組織作業中應正視及努力的重點工作之一。為解決本館待編書，

宥於本館組織編制相關編目人力，有必要藉由委外人力協助處理中、日、韓、西文

等館藏圖書資料之登錄建檔、分類編目、權威控制、複本處理、紀錄審核、編後加

工、分類裝存或上架等資訊組織相關作業。 

（二）國內資訊組織規範卓越發展 

《資源描述與檢索》(Resource Description & Access，RDA)是因應網路環境

的國際最新編目規範，美國國會圖書館於 2013年 3 月 31日起正式實施，世界其他

國家圖書館及大型圖書館隨之跟進。反觀國內，RDA 對於國內圖書館的衝擊無可避

免，在職訓練的迫切需要將更甚以往，本館雖然於 107年 7月 1 日起中文編目實施

RDA，然而為順利達成國內新舊編目規範的轉換，實有必要加強國內圖書館資訊組織

從業人員的專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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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已取代《英美編目規則》(AACR2)成為國際最新編目規範。美國國會圖書館

已於 2012 年 5 月宣告要以新的書目框架 BIBFRAME 取代 MARC，BIBFRAME 被預期是

未來網路環境之書目描述的基礎，經此將 MARC格式轉換為關聯資料模式，目的在於

均衡揭示各實體及實體與實體間之關係。而鏈結資料（linked data）的技術將促使

圖書館資料得以於網路上開放及相互串連，未來藉此將會大為擴展圖書館資料服務

的範疇。 

二、預期目標 

本計畫目標包括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置、國內資訊組織規範卓越發展等二大

面向。 

（一）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置 

預計完成 20,000 筆本館待編圖書資料及館藏圖書資源之書目資料建置工作，包

括中、日、韓、西文等圖書文獻之登錄建檔、分類編目、權威控制、複本處理、紀錄

審核、編後加工等資訊組織作業，便於快速將入藏本館之圖書資料完成編目，以利館

藏圖書資料及早上架與提供閱覽。 

本館中、日、韓、西文等待編圖書資料，包括圖書及非書資料。圖書部分除一般

圖書外，尚含括中小學四技二專教科書、會議論文集、研討會論文篇目、碩博士論文、

地方文獻、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古籍文獻、百年圖書、教師升等著作等；非書資

料則包括連續性出版品(例如：期刊、報紙、集叢)、地圖資料、樂譜、錄音資料、錄

影資料、靜畫資料、立體資料、拓片、微縮資料、電子資源、電子書、整合性資源等。 

（二）國內資訊組織規範卓越發展 

近年國際編目規範隨著網路科技發展不斷修正調整，本館已於 107年完成國內

資訊組織相關規範手冊的編撰與出版、以及中文編目實施 RDA，108 至 109年亦繼續

加強技術服務工作館員專業知能、研析 RDA因應 IFLA LRM而更新之相關資料、了解

BIBFRAME相關規格與轉換機制，並主動積極推展新編中文書目新增 RDA編目元素，

為中文書目環境國際化進行準備，以與國際資訊組織規範之發展接軌。 

為更符合國際資訊組織等相關規範之發展趨勢，本計畫規劃於 110年透過國內資

訊組織技術規範之專家諮詢、聘請講師錄製數位課程、進行資訊組織專業教育訓練或

推廣、推展新編中文書目與權威新增 RDA編目元素，以作為全國圖書館編目工作之依

循與參考、提升國內圖書館編目人員專業素質，期能達到順應資訊環境變化及與世界

各國圖書資訊業務接軌之目標，進而藉由書目交換來分享彼此專業成果。 

三、內容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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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的目的在於完成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置，提供圖書館使用者完善且豐

富的書目服務，以及為達成完善且豐富之書目服務所需預備之資訊組織規範與專業人

員訓練，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茲規劃 110年計畫內容如下： 

（一）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置 

1. 規劃委外編目需求。 

2. 進行相關採購作業。 

3. 進行 20,000筆中、日、韓、西文等圖書文獻之登錄建檔、分類編目、權威控制、複

本處理、紀錄審核、編後加工等資訊組織相關作業。 

（二）國內資訊組織規範卓越發展 

110年持續因應國際資訊組織相關規範的發展趨勢，擬透過國內資訊組織技術

規範之專家諮詢、聘請講師錄製數位課程、對館員進行專業教育訓練及推廣等，期

能提升國內編目人員資訊組織專業能力。 

1. 強化資訊組織教育訓練與輔導推廣： 

(1) 辦理資訊組織教育訓練數位課程：規劃及辦理資訊組織專業技術教育訓練數位課

程、聘請講師製作教材及錄製數位課程內容、對館員進行專業教育訓練及推廣

等，讓圖書館資訊組織專業人員可在不受時空環境影響下進行自主學習，減少城

鄉資訊差距、提升課程參與人數及學習品質。 

(2) 辦理資訊組織諮詢及專業輔導：全年度以 email、電話及編目園地等方式提供資

訊組織專業諮詢及輔導。 

2. 精進資訊組織技術規範： 

(1) 資訊組織中文手冊撰稿：本館書目為達成與國際接軌、和全球共享，於 100年

12月起全面改用 MARC 21，並於 107年 7月 1日起中文編目改用 RDA。為顧及國

內採行 MARC 21 及 RDA編目之圖書館對於中文編目參考工具有所需求，已於 110

年著手規劃結合 MARC 21及 RDA精髓之中文編目參考手冊的撰稿，並邀請美國華

人圖書館學專家共商內容撰寫事宜，期能於未來手冊初稿內容撰擬後，協助國內

圖書館同道熟知 MARC 21與 RDA相關規範與編目實務。 

(2) 中文書目與權威紀錄國際資訊組織規範化：新編中文書目與權威紀錄持續建立

RDA編目元素。 

貳、成果內容 

一、執行方式 

（一）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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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以委外方式執行，規劃委外編目需求相關作業、進行相關採購作業、並預計

完成 20,000 筆本館待編圖書資料及館藏圖書資源之書目與權威資料建置工作，包括

中、日、韓、西文等圖書文獻之登錄建檔、分類編目、權威控制、複本處理、紀錄審

核、編後加工等資訊組織作業，便於快速將入藏本館之圖書資料完成編目，以利館藏

圖書資料及早上架與提供閱覽。 

（二）國內資訊組織規範卓越發展 

近年國際編目規範隨著網路科技發展不斷修正調整，本館已於 107年進行國內

資訊組織規範手冊的編撰出版及中文編目實施 RDA，108至 109年持續加強技術服務

工作館員專業知能，110年則主動積極辦理資訊組織技術規範之專家諮詢、規劃及

聘請講師錄製數位課程、對館員進行專業教育訓練及推廣、邀請美國華人圖書館學

專家共商內容撰寫事宜等，期能提升國內編目人員資訊組織專業能力，為中文書目

環境國際化進行準備，以與資訊組織之國際規範發展接軌。 

二、執行進度 

（一）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置 

本項至 110年 12月底，順利完成各項作業，期間過程符合計畫進度，主要工作

項目包括本館中、日、韓、西文等待編圖書資料（包括圖書及非書資料）之分類編

目、權威控制、複本處理、紀錄審核、編後加工等資訊組織作業。實際執行時程與

進度如下： 

年 月 作 業 事 項 

110年 2-4月 繕製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檔作業之招標規範、採購契約書，並完成採購作

業。 

110年 4月 1. 請購及線上訂購 Classification Web，以便據以進行圖書資料主題分析及分類

給號作業。 

2. 採購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檔作業所需相關耗材。 

110年 5-7月 完成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檔作業：中文圖書資料資訊組織 5,155 筆；複本處理

5,065 筆；研討會論文篇目書目建置 1,450 筆；電子書資源組織 1,400 筆。 

110年 7-9月 1.完成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檔作業：中文圖書資料資訊組織 5,585 筆；複本處

理 2,378 筆；研討會論文篇目書目建置 1,220 筆；電子書資源組織 1,400 筆。 

110年 8月 採購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檔作業所需相關耗材及資訊組織相關圖書資料。 

110年 9-11月 完成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檔作業：中文圖書資料資訊組織 9,586 筆；研討會論

文篇目書目建置 2,100 筆；電子書資源組織 2,020 筆。 

110年 12 月 完成書標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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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資訊組織規範卓越發展 

有關資訊組織課程規劃、教育訓練與輔導推廣，以及資訊組織規範精進等方

面，本年度辦理情形如下: 

1. 強化資訊組織教育訓練與輔導推廣： 

日 期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事 宜 

110年 1月 規劃技術服務專業教育訓練，並採數位課程與學習方式進行。 

110年 3月 3 月 8 日辦理「RDA Basic」資訊組織數位課程錄製事宜工作會議。 

110年 9-12月 資訊組織數位課程錄製，完成「RDA Basic」6 堂及「RDA Extra」1堂，並

於國家圖書館遠距學園開放，及在編目園地公告課程相關資訊。 

2. 精進資訊組織技術規範： 

日 期 相 關 規 範 討 論 

110年 9月 9 日 邀請圖書館界實務專家召開「嬰幼兒中外文圖書編目及加工處理原則諮詢

會議」，共商嬰幼兒圖書之資訊組織作業相關原則。 

110年 9月 14日 召開 110 年度第 1次「分編討論會議」：《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新

增類目 2 條目、新增類目之注釋文字 2條目、刪除類目之注釋文字 1條

目、修訂類目之注釋文字 1 條目；《中文主題詞表》新增主題詞 4條目、修

訂主題詞 4條目。 

110年 12月 13日 召開 110 年度第 2次「分編討論會議」：《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修

訂類目 1 條目；《中文主題詞表》修訂主題詞 1條目；新增主題詞 2條目。 

三、績效成果 

（一）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置 

本計畫共完成 37,359筆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置，原編書目上傳 OCLC數量

達 36,942筆，中文名稱權威資料上傳 VIAF達 6,850筆，原編書目上傳量更獲全球

排名第一。 

項 次 作 業 項 目 筆 數 

1 中文圖書資料資訊組織 20,326 

2 複本處理 7,443 

3 研討會論文篇目書目建置 4,770 

4 電子書資源組織 4,820 

總 計 3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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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資訊組織規範卓越發展 

1. 強化資訊組織教育訓練與輔導推廣： 

本年度完成資訊組織數位課程錄製計 7堂，系列及課程名稱如下： 

(1)「RDA Basic」系列：包括 RDA全視線、IFLA Library Reference Model 與

RDA、What is described and how?、Who is described and how?、RDA有關

係、抄得有原則－RDA抄錄編目實務等 6堂課程。 

(2)「RDA Extra」系列：從語意網至鏈結資料環境下的資訊組織作業 1堂課程。 

除以上數位課程之錄製外，資訊組織專業諮詢方面，110年度以 email、電話及

編目園地等方式提供資訊組織專業諮詢及輔導計 173件。 

2. 精進資訊組織技術規範： 

(1)本年度計召開 1次資訊組織專家諮詢會議及 2次分編討論會議，討論成果已公告

於本館編目園地，提供各圖書館參考。 

(2)有關資訊組織中文手冊撰稿方面，已邀請到美國華人圖書館學專家有關內容撰寫

事宜。 

(3)運用所採購之資訊組織圖書資料進行閱讀研析，以了解資訊組織規範之國際發展

趨勢。 

參、成效檢討 

透過本計畫之執行，將可確保書目資訊完整保存等目標的達成，提供更多館藏圖

書資料之線上查詢與借閱利用，因應本館提供圖書資源服務需求，有效精進資訊組織

技術規範，提升編目館員資訊組織技能，不僅使本館中文書目與權威符合國際最新編

目標準，同時引領更多國內圖書館採用RDA編目。茲將預期達到之效益及影響簡述如

下： 

一、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置 

國家書目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文化力和特質性，同時也是國際書目交流與共享之重

要來源，所以強化國家書目資料庫之書目多元性及涵蓋性乃為必須。透過本計畫110年

度之實施，達成以下效應： 

（一）加速圖書上架作業，滿足讀者研究需求 

藉由本計畫經費的挹注，將待編圖書資源進行委外編目，可使目前本館編目人力

不足的情形獲得紓緩，資訊組織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加速完成37,359筆中、日、韓、

西文等館藏圖書資源之編目建檔作業，讓館藏圖書資料及早上架流通供研究者參考使

用，不僅大幅地提高工作效率，且可滿足讀者對於圖書資源的需求，同時也便於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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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資訊交流。 

（二）透過書目建置分享，提高資料國際能見度 

本館已完成編目上架之圖書資源，其書目資料上傳「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NBINet）及全球最大書目公用中心，國內外各圖書館與讀者經由本館館藏書目查詢

系統、NBINet及WorldCat即可查找與取得本館書目資料，除可有效提高我國圖書出版

品在國際的能見度外，亦可增加本館的受關注度，展現臺灣文化軟實力，提升臺灣的

學術形象。 

（三）提升國家書目品質，促進完善書目資訊 

就書目品質而言，國家書目在文獻著錄和款目擇定方面通常會更加規範化和標

準化。強化圖書館書目服務基礎建設，即在於豐富國家書目資料庫內容、提高國家

書目的品質和便於國際書目資訊交流與共享。透過本計畫之執行，一方面可達到淨

化本館館藏書目資料，另方面並著重於積極且全面維護書目品質，以確保國內外圖

書館對於本館書目資料之需求與品質。 

二、國內資訊組織規範卓越發展 

（一）提升分編人員專業知能，增進國內中文書目品質 

藉由舉辦資訊組織專業教育訓練或推廣，提供國內圖書館編目人員符合編目規範

及書目著錄格式之技術服務專業訓練，輔導相關工作者分編作業之進行。預期將有效

提升編目人員資訊組織專業能力，並可提高書目著錄效率，進而提升書目品質。 

尤其國內在新舊編目規則轉換之際，透過教育訓練方式以提升組織與個人的因應

變革能力，消除編目館員面對新場域、新規範相關要求之間可能存在的隔閡。唯有專

精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才足以應付改變所導致之效能低落，維持書目紀錄產出的正常數

值與最佳品質。 

資訊組織專業教育訓練因應全球COVID-19疫情，由以往的實體課程改為數位課

程，係在不影響圖書館資訊組織專業人員工作及學習者不花費額外經費的情況下，以

突破時空人力限制的方式辦理課程，一方面增加課程參與人數，另一方面方便有興趣

的同道隨時隨地進行自主學習。 

110年度所完成資訊組織數位課程7堂之教材製作及影音錄製，連同109年度所完

成之課程，一併於國家圖書館遠距學園（https://cu.ncl.edu.tw/mooc/explorer.php）開

放，免費提供全國各類型圖書館工作人員選課，讓圖書館資訊組織專業人員可在不受

時空環境或COVID-19疫情的影響下進行自主學習，減少城鄉資訊差距、提升課程參與

人數及學習品質。 

（二）順暢中文書目國際接軌，符合資源共享經濟效益 

國際書目交流與資源分享已是全球化的普遍現象。中西書目交流過程中，任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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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概念上的不同，都可能造成書目共享之障礙與困擾。本計畫經由資訊組織規範與原

則的討論、邀請圖書館界學者專家進行專業諮詢，即能有效精進資訊組織技術規範，

再藉由資訊組織教育訓練數位課程的辦理、以及本館新編中西文書目與權威紀錄新增

RDA元素，有助於中文書目與國際接軌，提高中文書目國際分享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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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成果照片) 

110年度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檔作業採購案契約書及招標規範 

 

 

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置成果：圖書及論文集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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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編書目上傳 OCLC後透過 WorldCat提供全球查詢 

 

中文名稱權威資料上傳 VI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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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嬰幼兒中外文圖書編目及加工處理原則諮詢會議」 

 

《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及《中文主題詞表》修訂之分編討論成果公布於國圖編目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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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組織資料庫「Classification Web」1年使用期之訂購 

 

 

 

 

 

 

 

 

 

 

 

 

 

 

 

資訊組織資料庫「Classification Web」1年使用期之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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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組織數位課程於國家圖書館遠距學園開放圖書館員選修 

 

國圖編目園地公告資訊組織數位課程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