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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組織作業之專業網站
──國家圖書館編目園地
李國蓉 國家圖書館編目組
【摘要】國家圖書館為使圖書館界充分瞭解分類、編目等技術規範，特建置「國家圖書館編目園地」，
主動提供分編各項資訊，園地內容包括國內外編目報導、規範與諮詢、國圖編目訊息、文獻資源、
電子報、編目論壇、活動花絮、相關連結等，期盼達到書目資源「共建共享」的目的。

關鍵詞：編目園地；資訊組織；分類編目作業

壹、緣起
國家圖書館（以下稱本館）負有研擬文獻工
作技術規範及標準之責，可以促進文獻整序之標

目園地」（網址：http://catweb.ncl.edu.tw/，見圖
一）於 2011 年 1 月 21 日正式上線提供服務。

貳、網站內容

準化與一致化，最後達到書目資源「共建共享」
的目的；另也負有展開圖書館編目業務輔導之責
任，提高編目人員專業的知能，並解決編目實務
的疑難雜症。為推展館際編目合作等職能，於 1997
年 8 月建置「國家圖書館編目園地全球資訊網」，
作為提供最新資訊組織訊息之平臺，以及圖書館
同道相互溝通信息的橋樑，並成為華人地區圖書

「編目園地」（以下稱本園地）將彙整之資
訊組織資源，依其內容性質分為國內外編目報
導、規範與諮詢、國圖編目訊息、文獻資源、電
子報、編目論壇、活動花絮、相關連結八個單元，
兹說明如下：

一、國內外編目報導

專業技術重要之參考網站。因應網站設計與資訊

編目報導分為國內及國外，報導有關資訊組

科技之進步，2010 年 9 月起本館重新規劃「編目

織相關活動及訊息，包括訓練課程、研討會資訊、

園地」版面及功能，重新整理分類原網站資源，

美國國會圖書館公布之作業規範及最新資訊組織

以階層次之方式，建置 Web2.0 互動網站，希冀提

發展趨勢等，提供圖書館界參考。

供更即時、更便利之資訊及服務。改版後之「編

78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53 期 100 年 12 月

專題論述

二、規範與諮詢

圖一：國家圖書館編目園地

此單元主要提供編目員從事
書目著錄作業時，所用之規範標
準，及提供諮詢服務之平臺。分為
編目規範、增修《中文圖書分類
法》、增修《中文主題詞表》、資
訊組織諮詢服務、中文主題編目規
範系統五大類。
（一）編目規範
編目規範分為中文、西文二部
分。在中文方面，依主題性質分為
分類法、主題法、編目規則、機讀
格式、權威記錄、網路資源整理、
其他七項，主要放置各主題之工具
書資料，或為全文，或為網站資源
連結。
1. 「分類法」中提供了《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三版及民 90 年修訂版；此外，本館為促進中文

年版）類表編之電子書、類表編及索引編之 PDF

書目國際化，加強臺灣出版品之能見度，協助

檔、修訂之加拿大分區表，以及配合 2010 年

國內圖書館上傳書目至 OCLC 之聯合書目資料

12 月 25 日臺灣行政區調整，修訂臺灣縣市表、

庫，故編製《中國機讀編目格式第三版轉

臺灣鄉鎮表、《中文圖書分類法》（港澳版）、

MARC21 Bibliographic Format 對照表》，同時，

《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七、八版異動類目對照

完成 CMARC3 轉 MARC 21 轉換系統，並開放

表》及陸續修訂之《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

圖書館申請授權使用；又因本館於 2011 年 12

七版）與《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對

月 6 日起，書目紀錄正式以 MARC21 著錄，同

照表等。

時，亦將本館上百萬筆之書目紀錄及權威紀錄

2. 「主題法」則提供《中文主題詞表．2005 年修

全部轉為 MARC21 書目紀錄格式，但考量國內

訂版》電子書及其 PDF 檔、中文圖書標題表之

使用中國機讀編目格式之圖書館，對不同機讀

全文資料。

編目格式欄位對照之需求，故編製《MARC21

3. 「編目規則」放置《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及
84 年修訂版全文檔。
4. 「機讀格式」則提供《中國機讀編目格式》第

Bibliographic Format 轉中國機讀編目格式第三
版對照表》，以供各圖書館抄錄書目紀錄時之
參考。以上二本對照表之全文資料，亦放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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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修訂之分類法及主題詞內容，將提供日後修訂

本園地，提供參考使用。
5. 「權威記錄」提供《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
全文資料及國家圖書館與臺灣大學圖書館共同
建立之「中文名稱權威資料庫」、香光尼眾佛

此二種工具書之參考依據。
（三）資訊組織諮詢服務
資訊組織諮詢服務（見圖二）由原「編目園地」

學院圖書館建立之「佛教著者人名權威資料庫」

分編問題討論留言板改版而來。藉本園地改版之

二個權威資料庫。

際，將歷年來之問題整理分類，依問題性質分為編

在西文方面，則依主題分類為分類法、主題

目政策與管理、機讀編目格式、編目法、分類法、

法、編目規則、機讀格式、權威資料、Metadata、

主題法、作者號及輔助區分號、權威控制、其他八

概念模式、網路資源整理、其他九項，利用網路連

項，每項又依其性質給予不同的欄位，充分呈現各

結方式，直接連結至各相關網站，以獲取國外資

主題問題的特殊性，以提供更精確的資訊。在讀者

訊，如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Outline、美

提問後，系統會將問題先送至未分類項目下，再由

國國會圖書館 MARC Standards 等資源。

本館館員依問題主題性質分至各項下，並回覆問題

此單元所提供之資料，多為從事分編作業時

及提供相關資訊。在問題回覆後，會直接以電子郵

常用之工具書，及不同版本或格式之對照表，方

件的方式，E-mail 至提問者的電子信箱，提問者可

便圖書館同道及圖書資訊學系所學生利用。

直接於信箱中瀏覽回覆，如對問題仍有疑義，可藉

（二）增修《中文圖書分類法》、《中文主題詞表》

由收到之回覆郵件上直接點擊連回本園地，繼續提

分類法及主題詞為分編作業時重要的主題分

問。為提供提問者更多資訊，系統依問題屬性，提

析之工具，而其中的內容又因時代
的變遷，須經常新增修正。然而，

圖二：國家圖書館編目園地──資訊組織諮詢服務

此二種工具書未能即時配合時事
修正出版，為使新知識能即時於分
類體系中呈現，適時反映分編需
求，與時並進，故於本園地中，另
闢增修《中文圖書分類法》、增修
《中文主題詞表》二區，每月定期
將該月新增及修訂之訊息，迅速且
完整的呈現在網路上，以補紙本出
版品之不足。分類法的呈現方式為
先放原始類號及類目，後放修正後
之類號及類目，方便對照修正前及
修正後的不同處；同時，這些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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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關資訊與進行延伸查詢服務，若此問題在系統

稿）、本館編目組編製之 MARC21 書目紀錄教

中有相似問題，則系統會自動於問題解答下方列

材及 MRAC21 權威紀錄教材等。

出，提供延伸閱讀，以方便提問者對所提問題之主

4. 「會議記錄」則刊登本館編目組內部召開之「編

題有更多資訊可參考。

目規範討論會」會議摘要紀錄，提供圖書館界

（四）中文主題編目規範系統

瞭解本館分編作業。

本館編目組於 2006 年 7 月建置「中文主題編

5. 「學位論文代碼」則列出各校及其所有研究所

目規範系統」，提供《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七

分類號清單，本館接受各校呈繳之學位論文，

版及增訂八版、《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

論文於提供閱覽前，編目組會給予每所學校一

《中文圖書標題表》、《中文主題詞表》全文條

個代號，再依系所類別給予其分類號，可藉由

目檢索，分為基本查詢及進階查詢，提供便捷的

代碼匯集各校學位論文。

查詢服務。此外，系統會定期維護新增修改的資
料內容。

三、國圖編目訊息
本單元放置之資料內容為本館編目組對於資
訊組織業務所公布的規範、解釋或分編作業方

6. 「資源下載區」乃因應本園地資源無法一次下
載全部資料的需求，而新設置的項目。目前有
新增修訂《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
《中文主題詞表》，於每月更新時，同步下載
該兩類全部資料，以 Excel 表呈現，提供有此
需求的使用者參考。

式，目前包括分編規範工具書、公布事項、國圖
編目作業規範與解釋、會議記錄、學位論文代碼、
資源下載區六項。

四、文獻資源
本園地蒐集整理與資訊組織議題相關之文獻

1. 「分編規範工具書」之內容與「規範與諮詢之

資源及電子資源，以提供從事分編人員參考，瞭

編目規範」部分相同，主要放置本館所出版之

解資訊組織的發展趨勢，依資源類型分為圖書資

分編作業工具書之全文資料。

源、博碩士論文、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會議

2. 「公布事項」主要為公布本館之作業方式，或
為新增修訂及解釋之主題詞及分類號等。

資訊、電子資源、資訊組織研習班、圖資系所編
目課程八項，各項下又依性質，分成不同類別。

3. 「國圖編目作業規範與解釋」主要為公布本館

各資料可藉由題名或篇名、關鍵詞等欄位，進行

在分編作業時之相關規範要點及對照表等資

延伸查詢，利用館藏目錄、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料，各資料依其性質分為分類法、主題法、編

加值系統等系統，查詢館內資源，獲得原文資料

目規則、機讀格式、Metadata、權威紀錄、網

或相似主題資源。

路資源整理等類，如國家圖書館臺灣相關類目

「資訊組織研習班」放置之資料為本館與中

新舊類號對照表、“臺灣縣市＂及“臺灣鄉

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辦之資訊組織研習班課程資

鎮＂標引法、國家圖書館電子資源編目手冊（初

訊，以及各期課程如獲授課講師授權，其授課講
義以 PDF 檔放置本園地，提供無法親臨上課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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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課程有興趣者參考；同時，也整理各大專校院

道，於會後依然可藉此管道獲取相關知識。另外，

有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所開設有關資訊組織課程

編目人員是圖書館具有專業技術，但又是隱藏在

之資訊，提供同道參考。

幕後且沉默的一群工作人員，往往為人所忽略，

五、電子報及編目論壇
本館結合電腦及通訊科技，藉由無遠弗屆的網
路系統，發揮「以時間推展空間，藉科技強化服務」
的性能，於 2001 年 4 月 2 日發行「編目園地電子
報」創刊號，將編目園地每月更新內容、最新技術
服務相關消息報導、資訊組織文獻及活動，迅速自
動地匯入各個訂戶，俾便各個訂戶能掌握國內外技
術規範現況與發展、瞭解國內外技術服務消息與動
態、增進圖書館從業人員之專業知能。至 2011 年

本館為表達對編目人員的關切與鼓勵，於 2009 年
起，舉辦「圖書館績優編目工作人員選拔獎勵」
活動，以表彰各圖書館績優編目工作人員，激勵
工作士氣，藉以提醒各界對於編目工作的重視，
進而全面提升圖書館書目服務的品質，相關活動
資訊亦於活動結束後，整理放置於本園地中。
「相關連結」則放置本館整理與資訊組織有
關之網路資源，提供各界參考。

參、網站功能

12 月止電子報已發行 129 期，共有 2,640 訂戶，持
續每月第 1 個工作日發送電子報。
為提供從事分編作業的同好有一討論資訊組
織相關議題的環境，於此次改版時，特建置「編
目論壇」互動式網站，藉由發表與圖書館資訊組
織議題之討論，增進彼此的專業知能。可由主選
單進入「編目論壇」或由本園地首頁進入。目前
首頁提供熱門討論、最新文章、群組討論等項目。
「編目論壇」為本園地唯一需藉由會員登入方
式，才可進行討論的地方，此處會員資料與本館
INCL 單一登入帳號及密碼結合，第一次使用者需
先申請本館 INCL 單一登入帳號，有了 INCL 帳號
及密碼，方可進入本論壇進行留言討論，但如只
瀏覽討論議題資訊，則免輸入帳號及密碼。

本園地提供的資訊組織資源相當豐富，考量
舊網站資源以網頁方式呈現，造成檢索不易，使
資源沉於瀚海之中，不知如何查找。此次改版，
一改以往資源建置方式，改以類似建置資料庫方
式，依主題性質分類建立資源，並提供瀏覽、檢
索、訂閱、推文等功能。同時，為方便使用者初
次使用，能迅速瞭解本網站所提供之資訊，於首
頁右上方位置提供「關於本站」與「網站導覽」
之各類資源說明，並提供「操作指引」，包含線
上教學、網站主畫面說明、快速導覽列、資料查
詢、網站內容導覽、電子報說明、資訊組織諮詢
服務操作說明、編目論壇使用說明、其他一般功
能性等說明，便於使用者能更深入瞭解本園地之
操作方式，以順利獲取所需資源。

六、活動花絮及相關連結

就檢索功能而言，本網站提供全站檢索及網

「活動花絮」主要放置本館辦理之資訊組織

站分類檢索二種方式。全站檢索位於本園地首頁

議題之專題演講資料，包括已取得講者授權之演

右上方之「站內搜尋」，此處檢索範圍為全站內

講檔案或演講錄音檔，提供無法親自參與的同

容，不限欄位檢索，可檢索至附檔資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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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PDF 檔案，利用關鍵字查

圖三：國家圖書館編目園地網站功能

詢，如同時檢索多個關鍵字，在關
鍵字之間用空白分隔，關鍵字會以

全站檢索

斜體標示在檢索結果列表中。在各
主分類下皆有網站分類檢索區可

網站分類檢索

進行查詢，可單獨檢索各主選單資
源，分為基本查詢與進階查詢二種
檢索方式，進階查詢可選擇查詢的
欄位與輸入的檢索值，不同檢索條
件間可用 AND、OR、NOT 結合，
此處的檢索無法檢索附檔資源。
（見圖三）
因本園地依資料類型，以階層
次的方式建置資源，為避免使用者在點選資源
時，會不知不覺忘了點至何處，本園地提供「網

肆、結論
「編目園地」是圖書館在資訊組織作業上專

站導覽路徑」，檢索路徑會呈現在網頁標題上方，

業的網站，自 2011 年 1 月 21 日改版上線以來，

可追溯網頁使用路徑，每個路徑標示均可點選回

每日均有 2,000 至 3,000 人次上線瀏覽，地區涵蓋

到該層次。

香港、葡萄牙、中國、美國、日本、馬來西亞、

本園地也提供資料列表選擇排序功能，若需

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地，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要以資料列表的特定資料欄位名稱來做排序，則

瀏覽人次已達 1,271,477 人次，足見此網站為圖書

點選此欄位名稱，點選一次為升冪，再點選一次
為降冪。資源內容提供引用網址、轉寄好友、友
善列印，以及利用社群圖示推文至臉書、撲浪、
推特的功能，方便使用者利用本園地資源。同時
可利用訂閱「RSS」方式，透過各種閱讀軟體，隨
時獲取本園地「最新消息」及「編目論壇」資訊。
另外，提供「延伸查詢」功能，可藉由論文名稱、
關鍵詞等延伸查詢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全國新
書資訊網、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臺灣博碩士
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文主題編目規範系統，以
查詢更廣泛的資源。

館同道所認可，時有國外人士上線使用及提問。
本館期許此網站之建置，除能提供圖書館界資訊
組織作業相關資訊外，更能提供一個互相交流的
平臺，以達到書目資源「共建共享」的目的。
本園地改版建置完成已近一年，至今仍思索
著如何以更便捷的方式，充實園地資源，提供更
即時、更廣泛的資訊，服務圖書館界的同道。同
時，本館更抱持著這樣的理想：期盼藉由「書目
資源共建共享」的機制與途徑，逐漸推動編目規
範的標準化與一致化，真正做到「千人共事而齊
一，百代相承能一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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