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包括：在WebPAC書目中編入856

段、提供期刊層級的探索工具，例如：

A-Z database /e-journal list、電子資源整

合查詢系統（federated search system）、

OpenURL Link Resolver等，但這些系統

真的完全提供了一站式服務嗎？其實不

然。

2003年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問世以

來，其結合Metasearch、parallel search、

federated search、broadcast search、cross-

database search及search portal等技術，試

圖透過一次性跨資料庫、資源、平台、

protocols及出版代理商的檢索與取回技術

提供一站式服務，其架構詳如圖一。

圖一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架構圖

不過，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發展至

今，卻也獲得許多來自使用者的抱怨。包

括：過於複雜的介面，經常導致使用者不

清楚哪些電子資源可以被整合查詢？哪些

又不行？另外，可同時查找的電子資源數

量究竟有多少⋯等等之類問題，經常困擾

著使用者。除此之外，由於採取分散式檢

索，系統回應時間慢甚至不定時發生連線

過久導致斷線（connection timeout）之窘

境，再加上相關排序機制不佳、去除重複

機制也不夠理想，因此，雖達到一站式服

務，但仍有許多問題存在。正因如此，也

造就了資源探索服務Web-scale discovery

（WSD） service之誕生，但這項新服務

是否能真的成為媲美Google的圖書館一站

式服務的明日之星嗎？

這些年來，許多圖書資訊廠商經常自

許：Google can, WE can too，Google之所

以能夠做到一站式服務，並提供具品質的

相關性排序與遞送功能，是因為其不斷地

到各網站抓取資料，並將資料彙集成一個

巨型資料庫，且在大型資料庫中建置索

引，如此一來，相關排序就較為精準且回

應時間較快。圖書資訊廠商看到了Google

把重要資源事先找到並集中建立聯合資料

庫及索引，使得查找結果之相關排序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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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精準的核心概念，因此，仿效Google建

置索引，並發展出資源探索服務系統，試

圖提供跟Google一樣的一站式檢索，除了

提供簡捷的檢索（探索）介面外，並提供

準確的相關性排序及有效能的資訊傳遞，

也就是說具備兩項重要特性：預先獲取的

聯合索引（Pre-harvested central index）

及資源探索層（Discovery layer）。不過

資源探索服務與Google仍然不同，因為

Google抓取的對象是公開的網站，但資源

探索服務蒐集的對象多數不是免費公開的

資源，而是需要先經談妥授權契約後始可

抓取的資料。

目前市場上常見的資源探索服務產

品，包括：Innovative Interfaces Encore 

Synergy、EBSCO Discovery Services、Ex 

Libris Primo Central、OCLC WorldCat 

Local、Serials Solution Summon等，每家

系統之資料層與介面層概念相似但各具特

色，圖書館在評估及挑選系統時，應根據

各館狀況從「挑選最合適，而非挑選最

好」的角度加以思考，才有可能發揮出其

最大的效能。

對使用者來說，在利用資源檢索服務

產品時，幾乎所有系統都不需經過登入認

證即可檢索，但當檢索結果顯示時，卻會

發現某些資料仍需經過認證授權才能使

用。這樣的檢索模式，正顯示出資源探索

服務是透過預先獲得「聯合索引」機制來

提供服務，也就是說在使用者進行查找

前，系統廠商已預先與許多資訊來源，例

如：電子期刊出版社、電子書廠商、公開

取用資料單位、聚合商資料庫廠商等進行

過授權洽談，並周期性地從這些來源擷取

與匯入詮釋資料及全文，再將其正規化

（normalization）為系統內部一致的綱要

格式（schema），同時採用資訊檢索技術

建置索引（indexing），以提供一站式服

務。

貳、與聯合索引相關之議題

上述曾提到資源探索服務具備兩項重

要特性：預先獲取的聯合索引（P r e -

harvested central index）及資源探索層

（Discovery layer）。「聯合索引」是提

高資源探索服務排序準確及查找快速的主

要原因，而出版社提供的詮釋資料品質與

詳簡程度，也同樣影響著檢索之正確性。

除此之外，出版社提供給資源探索服務廠

商的全文，往往是提供作為全文內容建置

索引之用，因此，使用者若要取得全文資

料，仍須連結至原始出版社網站始能獲

取，也就是說資源探索服務扮演著「探

索、發現」的角色，而全文的傳遞仍是由

原始出版社系統來供應。

因此，聯合索引可視同是電子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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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目錄，其資料來源，包括：圖書館的

本地資源（Local collection）與非圖書館

本 地 （ 全 域 ） 的 資 源 （ G l o b a l 

resources），所有資源匯集成使用者在資

源探索服務中所能查找的內容，同時，目

前各家資源探索服務廠商建置之聯合索引

庫（Pre-harvested central Index），則多

採取雲端技術加以保存、管理與提供使

用。聯合索引之概念請參見圖二。

圖二　資源探索服務的聯合索引概念

一、聯合索引的資料來源，包括：

1圖書館提供的資料：例如：利用ISO 

2709從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中將MARC紀

錄轉入聯合索引庫；將機構典藏系統、

資料庫系統及CMS的Metadata紀錄透過

OAI-PMH自動擷取並轉入聯合索引

庫，而當圖書館將資料提供給廠商時，

會被納為聯合索引庫之資料，因此，圖

書館在提供資料時，可選擇是否開放分

享給使用相同系統的其他用戶單位。

2開放取用系統的資料：例如：a rXiv.

org、e-Prints、Hindawi Publishing及

DOAJ等免費公開於網路上公眾使用的

資料。

3出版者提供的詮釋資料及全文：由期刊

出版社及電子書廠商等，將詮釋資料及

全文提供給資源探索服務廠商，這樣的

作法具有增加資料曝光率之實質效益。

4資源探索服務取得授權的資料：上述各

項資料來源均屬之，但因有些百科全書

出版商或索引摘要型資料庫廠商，也會

將詮釋資料提供給資源探索服務廠商，

因此，無論圖書館是否訂購有該資料

庫，使用者均可查到這些詮釋資料，不

過值得注意的是只有訂戶才能進一步查

詢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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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圖書館和資源探索服務皆取得授權的資

料：使用者經常期望透過資源檢索服務

直接取得全文資料，但即便詮釋資料轉

入聯合索引庫，圖書館仍需訂購資料

庫，才能執行原本資料庫提供之功能。

例如：聯合索引庫有收錄W e b  o f 

Science的詮釋資料，當圖書館有訂購

Web of Science資料庫時，在校園IP範

圍內或師生自校外經身分認證後檢索，

就會顯示被引用次數及影響係數等資

料。

二、需進行圖書館館藏與聯合索引內容之

比對工作

圖書館在評估資源探索服務之初，經

常會將訂購的紙本、電子期刊及資料庫清

單提供給資源探索服務廠商，請其協助比

對館藏與聯合索引庫收錄資料之涵蓋率

（Coverage）。這項工作的主要目的，是

因為每一廠商所徵集之來源與內容不同，

即便號稱擁有巨量的詮釋資料，當收錄的

內容與圖書館訂購的資源不吻合時，數量

再多亦無法發揮效益，因此，圖書館必須

關心涵蓋率議題。進行涵蓋率評估時，可

以將圖書館訂購的所有紙本及電子期刊清

單提供給廠商，或只針對重要的資源進行

比對，其目的在於可了解這些資料內容之

來源出處。但值得特別留意的是或許比對

結果的涵蓋率不低，但對於某些集成商資

料庫收錄的期刊來說，雖然資源探索服務

廠商宣稱已收錄有該本期刊的詮釋資料，

但重要的是因其資料來源來自於原始出版

社而非集成商，因此造成的後續影響將是

使用者並無法真正享受集成商所提供的任

何加值服務，同時，一但全文來源是由集

成商資料庫提供、圖書館未向原始出版社

訂購電子期刊時，使用者亦無法取得全

文。因此，圖書館在檢視涵蓋率核對結果

報表時，需留意不應只被涵蓋率多寡所蒙

蔽，需進一步檢視詮釋資料的來源。

另外，對使用者來說，哪些因素會對

其所能取得的內容造成影響呢？除前述提

及聯合索引中所涵蓋的五類內容資料量

外，圖書館訂購的電子資源中，有多少廠

商與資源探索服務廠商簽訂有合作協議，

以及對於系統有收錄，但圖書館未訂購的

內容，圖書館又是採取希望使用者看到資

料後可透過 OpenURL Link Resolver連結

到NDDS或RapidILL達成遞送任務，或是

選擇因不容易遞送而完全不顯示之決定，

因為不同的思維將關乎讀者檢索結果之獲

取率。

三、關心詮釋資料的深淺與豐富程度

簽約出版社提供給資源探索服務廠商

之詮釋資料的繁簡、深淺及豐富程度，都

會影響檢索精確度及查詢品質。聯合索引

詮釋資料的種類，包括：MARC、Dub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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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EAD，甚至是Generic XML，各資

料提供者提供詮釋資料的豐富程度，需涵

蓋最基本層次的引用詮釋資料（Citation 

metadata），例如：identifier、contributor

、title、date、edition、place published、

publisher、URL、context、索引摘要資料

庫中由專家建立的主題描述語（Subject 

descriptors）、由作者提供的關鍵字及摘

要，以及用來建置全文索引的全文等。詮

釋資料的價值在於建置索引，提供檢索使

用者檢索的來源是詮釋資料，雖然資料越

豐富越詳盡，查獲率及精確度相對提高，

但豐富程度仍未必是絕對關鍵因素，還有

其他因素需加入考慮。

四、充分了解使用者特性與檢索行為模式

圖書館在評估資源探索服務時，需充

分了解使用者的特性與檢索行為模式。例

如：假設資源探索服務系統徵集了許多高

品質的主題描述語，但如果讀者們慣用的

檢索語多限於書刊名或篇名，如此一來，

主題描述語並無法發揮任何功能。另外，

由於近年來經費緊縮、資源訂費大幅調

漲，因此，也有館員想到是否有機會透過

引進資源探索服務，藉由其收錄的詮釋資

料來考慮停訂索摘資料庫，答案應是否定

的，因為資源探索服務之使用群較合適於

初學或一般使用者，對於早已習慣某些特

定資料庫的教師們來說，資源探索服務並

不會成為他們的首選。

五、留意資源探索服務去除重複的策略

評估資源探索服務時，另一需考慮的

是去除重複的策略，同樣一筆資料經常會

同時被不同資料庫收錄，而這些資料庫又

可能同時將詮釋資料與全文提供給資源探

索服務廠商。因此，難免會發生不同來

源、同一期刊應如何顯示之問題。加上目

前發展資源探索服務的廠商有的本身是資

料庫廠商，有的則是以系統開發起家的，

因此，在去除重複採取的策略上，會隨著

著重的層面不同而有所不同，同時各家圖

書館訂購的資料庫也不相同，因此，即便

使用同一檢索詞在不同單位的資源探索服

務系統檢索時，得到的資料也不相同。因

此，圖書館進行系統評估時，必須經過更

詳盡的檢索測試，找到真正適合自己圖書

館體質的資源探索服務。

六、將圖書館館藏目錄內的資料匯入聯合

目錄的步驟

資源探索服務收錄的詮釋資料，除來

自系統廠商與內容出版商合作外，另一重

要來源是圖書館會將館藏目錄內的資料匯

進聯合索引當中。而要將圖書館館藏目錄

內的資料匯入聯合目錄的三個步驟，包

括：

1 資料映射：規劃將MARC透過ISO 2709

轉入WSD schema的欄位對應工作，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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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的事項包括：映射功能是否具備彈

性，資料匯入定義索引欄位是否夠彈

性，以及檢索及顯示欄位能否有所不

同。除此之外，也要考慮如何將

CMARC、US-MARC或MARC21轉入

WSD schema，以及當MARC紀錄在

WebPAC有所新增、刪除或異動時，應

如何在WSD即時更新與標明（圖三-圖

四）。

圖三　資料映射工作表範例

資料來源：�Daniel,�J.�&�Roth,�P.（2012）.�Incorporating�

Millennium�catalog�records�into�Serials�Solutions'�

Summon.�Technical�Services�Quarterly,�29,�193-199.�

圖四　紀錄編碼原則�–�新增、刪除、修改

資料來源：�Daniel,�J.�&�Roth,�P.（2012）.�Incorporating�

Millennium�catalog�records�into�Serials�Solutions'�

Summon.�Technical�Services�Quarterly,�29,�19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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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前一階段工作後，便可自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擷取資料，並匯入資源探索服

務。資料擷取與匯入的方式是OAP-

PMH或人工轉出MARC紀錄後，再FTP

匯入資源探索服務。另外，可否自動擷

取（Automated process）、資料匯入更

新頻率如何（Frequency）、針對匯入

成功或失敗，採直接刪除資料或提供錯

誤報表等作法之決定。

3 資料驗證工作在於確認資料映射及擷取

與匯入的正確性，將資料驗證之作業，

融入於每日的工作流程中是較建議的方

式。

參、與資源探索層相關之議題

舉凡各種圖書館資訊系統（l ibra ry 

information system）的使用者介面，皆可

稱之為資源探索層，資源探索層是資源探

索服務的門面。理論上可透過API技術達

到將A系統的資源探索層，與B系統的聯

合索引相互結合，但多數圖書館不一定會

這樣做。而資源探索服務的資源探索層應

具備的功能，包括：檢索、檢索限制或層

面瀏覽、相關排序、顯示與遞送、使用者

介面客製化及個人化與社群服務。檢索與

檢索限制或層面瀏覽屬於探索與發現功

能，而顯示與遞送則是屬於遞送功能。

一、檢索

隨著Web 2.0與Library 2.0概念的出

現，過去數年來受到重視的WebPac 2.0功

能在各家資源檢索服務幾乎都已提供。檢

索包括簡易（Google-like）檢索與進階檢

索，相關議題包括：檢索欄位、布林邏

輯、關係邏輯、切截、萬用字元、

Contain、equal to、start with、Phrase、

adjacent、stopwords、打錯字時提醒功能

（Spelling suggestion/do you mean），以

及與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的串連，當簡

易檢索框與圖書館自行整理的主題資源指

引相串連時，其實更易於發揮聚焦功能。

例如：交通大學圖書館Google-like簡易檢

索框（圖五）。

另外，資源檢索服務也提供進階檢索

功能，並經常與層面瀏覽畫面並列，除提

供輸入查詢詞並限制類型外，也可進一步

限制於僅顯示經過同儕評閱（peer review）

的文章。實例畫面詳如交通大學圖書館

Primo 進階檢索畫面（圖六），除此之

圖五　交通大學圖書館Google-like簡易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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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分資源檢索服務也提供視覺化檢索

功能，提供不同使用者之需求（圖七）。

二、與整合查詢系統串連

無論哪一個資源探索服務廠商，都不

可能與所有資料提供者簽約，因此，為提

高資料被獲取率，對於圖書館有訂購但未

提供資源探索服務聯合索引的資源，則可

透過與整合查詢系統串連之方式進行補強

並提供服務（如圖八），以讓使用者得以

查詢到更完整的資料。

圖七　EDS系統的視覺化檢索畫面

圖六　交通大學圖書館Primo進階檢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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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顯示

在結果顯示方面，需留意簡目及詳目

顯示方式、將檢索詞彙鮮明標示、根據不

同的資料類型（例如：圖書、期刊、多媒

體、報紙等）提供圖像、最好可以顯示資

料封面圖像（如書封）、以特殊方式標明

可線上取得全文的資料、根據不同資料類

型呈現不同詮釋資料、與自動化系統整

合，以及對於可線上取得全文的資料，使

用者可以直接下載或透過OpenURL Link 

Resolver機制立即取得全文。除此之外，要

能與自動化系統整合，並將館藏借閱狀況

即時呈現，甚至提供線上預約服務，甚或

進一步將資源探索服務用來取代WebPAC。

四、檢索歷史

從使用者檢視檢索策略及使用便利性

來說，檢索歷史檔之保存是必要的。使用

者可檢視當次使用（session）的檢索歷

史，也可運用布林邏輯合併檢索多個檢索

策略，另可針對單一檢索策略進行修正，

並透過於登入後儲存檢索策略，建立新知

通報或RSS訂閱服務。

五、結果輸出

使用者可在單筆或多筆檢索結果畫

面，選擇輸出記錄，並利用購物車機制儲

存檢索結果，並可選擇將檢索結果或存放

在購物車內的資料，以列印、電子郵件傳

遞、儲存檔案，以及支援儲存成APA、

MLA、Chicago等引用格式，以輸出至書

目管理軟體（含EndNote、Refworks、

BibTex、ProCite等） 之方式輸出（如圖

九）；除此之外，提供個別資料的永久連

結（persistent link）及可針對單筆或多筆

資料撰寫個人筆記或註解。

六、檢索限制或層面瀏覽

當系統回傳檢索結果時，使用者可以

圖八��資源檢索服務與整合查詢系統串連之實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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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允許檢索與相關排序設定的客製

化：如圖書館可決定結果顯示時，將館

藏排序往前提。

4. 檢索限制或層面瀏覽等檢索結果導航機

制。

5. 與圖書館或母機構現有系統的整合性：

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數位學習平台的

整合。

6.支援新興使用環境：如行動載具、社群

網站等。

三、與圖書館需求符合的程度

1. 系統導入的容易程度。

2. 與現有軟體（如自動化系統）和內容的

相容性。

3. 廠商對顧客需求與問題的回應速度。

4. 廠商對系統的中長程開發計畫。

5. 廠商整體評價。

四、計價與建置模式

1. 採用買斷或租賃模式。

2. 採用本地建置或雲端SaaS服務模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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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每年需支付的維護（買斷模式）或租賃

費用。

伍、結論

資源探索服務是圖書館新一代資源探

索發現與傳送的明日之星，圖書館在評估

及引進系統時，建議仿效評估自動化系統

之方式，多測試多比較，儘量事前發現問

題，同時貨比三家不吃虧。資源探索服務

雖不如自動化系統規模來得大，但同樣都

是提供使用者資源檢索服務的新利器，甚

至可能成為檢索資料的主要入口，因此，

唯有慎選，方能選出真正符合圖書館需求

的資源探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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