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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1990 年代以來，大量的研究、計畫與出版資料不斷出現，並結合了若干相關學門，如：圖書

資訊學、電腦科學或資訊科學、資訊工程、資訊管理、法律、醫學、藝術、博物館、檔案學等。

數位圖書館工作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與經費，涵蓋了科技面、內容面、社群面以及服務面，

並且跨學門領域，同時也有些成果產出。數位圖書館是提供資訊資源的一種組織，機制，包括專

業人員將數位化館藏進行選擇、組織，以提供知識查詢、取用、解釋、傳布與完整保存，以便這

些數位作品可以一致且永久地、經濟地迅速提供給特定社群與人們便利使用。本文以國立自然博

物館開發之蝴蝶生態面面觀及紐約公共圖書館 Mid-Manhattan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Online兩種跨學門領域之數位圖書館系統為例，以供研究者建置數位圖書館之參考。 

Since 1990, mass research, plan and publication have been continuously appeared; 

as well as combined with related items, such a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law, medical science, arts, museum, archival studies, and so on. The digital library 

requires large number of man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and expenditures; also includes 

technology, content, community and service; as well as cross-domain results have been 

generated. It is an organization and mechanism to provide information resources. Digital 

library collections of se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provide knowledge inquiry, usage, 

explanation, spread and complete reservation by professionals. Thus, these digital 

works can be consistently, permanently and economically provided to special population 

and personage to make use of it conveniently. The butterfly ecological view developed 

數位圖書館個案與 Metadata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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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and Mid-Manhattan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Online by New York Publish Library cross-domain digital library system has been in-

depth studied to confer 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metadata of these 

two systems, furthermore, in comparison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difference to provide 

to researcher with installation of digital library for reference. 

 
【關鍵詞 Keyword】 
 詮釋資料；數位圖書館；數位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紐約公共圖書館；曼哈頓中

心線上圖書館 
 Metadata; Digital Library; Digital Museum;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Digital Library；Mid-Manhattan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Online 
 
壹、蝴蝶生態面面觀 

一、數位圖書館概介 
名稱：蝴蝶生態面面觀 
連接網址： 
 http://dlm.ncnu.edu.tw/butterfly 
 

 

圖一：蝴蝶生態面面觀首頁 

簡介： 
蝴蝶生態面面觀計劃的目的，在於

整合國立暨南大學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蝴蝶專業人力，將科博館多年來蒐藏

的「蝴蝶」珍貴典藏進行數位化處理，

建立一個兼具研究、教育、娛樂功用的

數位化蝴蝶生態博物館，藉由快速發展

的全球資訊網無遠弗屆的傳播到各地。 
計畫由科博館昆蟲蒐藏組負責蝴蝶

素材的整理鑑定，再由暨大數位博物館

工作群負責資訊組織、呈現技術開發及

整體網站建構，計畫兼顧國中小科學教

育與專業蝴蝶研究人員的需求。以 11
個月（民國 87 年 10 月至民國 88 年 8
月）的時間進行下列工作：(1)科博館

現有台灣蝴蝶典藏的數位化與 XML 資

料庫之建立；(2)蝴蝶外觀查詢系統的

建構；(3)台灣蝴蝶之相關資料彙整與

網路幻燈片語音導覽短片的製作；(4)
蝴蝶相關常見問題的蒐集與解答；(5)
蝴蝶網路科學教室之建構與維護；(6)
蝴蝶虛擬生態遊戲的製作。 

二、任務、目標、發展歷史、定位、研

發單位與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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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蝴蝶生態面面觀為國科會數位博物

館專案計畫之一，為一先導型計畫。以

建立一個可透過網路檢索、使用的蝴蝶

數位博物館為目的。希望藉由科博館所

提供的資訊，讓使用者能夠對台灣的蝴

蝶有更深的認識。 
目標 

蝴蝶生態面面觀不但功能齊全，提

供研究者一個蝴蝶珍貴典藏資料庫，同

時使用者介面既有趣且易於使用，也提

供一般社會大眾一個絕佳的科學教育環

境。其主要目標在於： 
1. 建立全世界最先進的蝴蝶數位博物

館。 
2. 提出兼具研究與科教功用的數位自

然科學博物館典範架構。 
發展歷史 

1. 以滿足第一階段科普計畫需求，至

於標本資訊未來再予以考慮。 
2. 科博館將依照資料格式提供資訊，

而現階段標本資料，典藏資料不予

以輸出。 
3. 部份欄位資料將只做註記，檢索由

系統另行處理。 
4. 系統部份會以 XML 包裝資料。 
蝴蝶生態面面觀有幾項設計是創

舉。首先，利用了 Streaming Audio 及

SMIL 所製作出的『網路幻燈片語音導

覽』來介紹蝴蝶的基本常識，改善了一

般數位博物館中以單純靜態網頁來進行

虛擬網路展示的單調與迷失感。其次，

獨樹一格的『直覺性蝴蝶外觀查詢

法』，跳脫傳統資料庫『關鍵字』查詢

法的窠臼，提供民眾易於使用的介面來

查詢豐富的多媒體蝴蝶資料庫。在

FAQ 的系統設計方面，系統提供使用

者以『自然語言查詢法』輸入想發問的

問題來進行查詢，兼具實用性與高度趣

味性。在網路蝴蝶教學教室方面，系統

提供科博館生物學專業人員與民眾雙向

的溝通機制，充分擴展科博館科學教育

的管道，而虛擬蝴蝶生態遊戲以更加生

動有趣的方式吸引更多的使用者，讓一

般民眾在有趣的遊戲過程中，對蝴蝶的

生態情形能有基本的認識，充分達到科

學教育的積極目的。 
研發單位 

為配合數位博物館計畫「蝴蝶生態

面面觀」計畫中數位資料的著錄，後設

資料研究群自西元 1998 年 8 月開始著

手進行對蝴蝶資料的了解以及資料著錄

項目的研究。「蝴蝶生態面面觀」結合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暨南大學及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三方面的合作，

建立一個科普教育的先導系統。 
工作方式 

1. 考慮科博館現有資料格式及所需欄

位 
物種說明資料。 
典藏管理及採集驗證資訊。 
標本導向。 

2. 考慮計畫中所需資源 
物種說明資料，類別、生長週期

與特性。 
檢索功能需求，按科別、依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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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關鍵字瀏覽。 
物種導向 

3. 需要多少時間準備資料? 
4. 發展系統的目的? 

三、館藏特色 
目前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蒐藏庫中

所典藏之蝴蝶標本，其主要來源有二，

其一為早年購自已故昆蟲學者張保信生

前留下之私人蒐藏品；另一主要來源為

購自蝴蝶標本商人呂建德。本計畫產出

的蝴蝶數位典藏豐富，綜合統計，科博

館共完成鑑定整理約 12000 隻台灣及東

南亞國家產之各類蝴蝶標本，並完成各

標本相關原始資料及登錄建檔（包括學

名、中文俗名、採集記錄、性別及登錄

情形等資料）。 

表一：蝴蝶生態面面觀計劃主要內容產出表 

蝴蝶標本

照 
共 876 個

影像檔。 
包括台灣產蝴蝶 11 科，

289 種。 
蝴蝶生態

照 
共 1034 個

影像檔。 
包括台灣產蝴蝶 11 科，

208 種。 
圖繪 共 70 個影

像檔。 
主要為蝶蛾比較圖。 

蝴蝶基本

描述資料 
共 318 個

XML 檔。

包括台灣產蝴蝶 11 
科，318 種。 

網路幻燈

片語音導

覽短片 

計 13 組。 包括：蝴蝶的卵、幼蟲、

蛹、成蟲、蝶的避敵招

術 3 組、蝶與蛾的分

別、蝴蝶的分類 3 組、

蝴蝶標本製作 2 組。 
蝴蝶常見

問題與解

答 

共計 100
多題。 

 

蝴蝶生態

遊戲 
兩組，六

個遊戲。 
3D VRML 版及 2D Java
版 

四、資訊檢索、數位學習、加值服務 
資訊檢索 

在蝴蝶生態面面觀中，資訊檢索方

式有二，分別是直覺性蝴蝶外觀查詢法

和關鍵字查詢： 
1. 直覺性蝴蝶外觀查詢法： 
在蝴蝶外觀查詢部分運用蝴蝶色彩

分布內容查詢法，獨樹一格的『直覺性

蝴蝶外觀查詢法』，提供使用者易於使

用的介面來查詢豐富的多媒體蝴蝶資料

庫，使用者只要能選擇蝴蝶的外觀顏色

或花紋等特徵，透過系統的比對，便可

以查知外觀相近的蝴蝶的種類，並進一

步得知該蝴蝶的詳細資料。在預設的顏

色及特徵模版，使用者能夠在顯示之檢

索查詢結果中，找到自己想要查詢的蝴

蝶，不會像以往圖書式圖鑑，總是查不

到自己想要的那隻蝴蝶。 
 

 

圖二：『直覺性蝴蝶外觀查詢法』 

2. 關鍵字查詢： 
關鍵字查詢部分，運用多媒體資料

索引及組織技巧，使能更快速有效的擷



 

 70

 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第三卷第三期 / 96 年 7 月

取資料。蝴蝶生態面面觀以 XML 建構

整個系統，因此，發展出查詢系統不但

符合國際的標準，更提供高效能「關鍵

字查詢」的功能。使用者可以藉由輸入

想查詢蝴蝶之學名、中文名稱甚至寄主

植物及採集地點、日期等多項資料，以

及連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之昆蟲蒐藏

資料庫，作多方向的交互查詢。 
 

 

圖三：XML 關鍵字查詢系統：內容多樣化的蝴蝶

資料檢索 

數位學習應用 
蝴蝶生態面面觀中，有「FAQ」系

統，使用者可以用平常口語化之自然語

言輸入想問之問題，查詢系統便會自動

搜尋資料庫中內容相關的各式資料，並

將結果呈現使用者面前，對使用者來

說，確實非常方便，許多父母必須經常

面對小孩所問的一堆令人哭笑不得又不

得不回答的問題，這時資料庫中所存放

的各式各樣問題就可解決這種窘境。 

 

圖四：FAQ自由發問區 

加值服務 
生態遊戲方面，目前蝴蝶生態面面

觀網站提供 2D 及試驗性 3D 兩種方式

之虛擬生態遊戲，一般使用者藉著遊戲

過程，對於蝴蝶之生長過程，能有初步

的認識，但是，真實世界中，蝴蝶從卵

孵化到幼蟲長大化蛹，並不似網路上所

呈現般順利，必須經歷重重危機，才能

變為蝴蝶，而幼蟲快速成長，也為一般

使用者節省網路費用。 
 

 

圖五：2D JAVA 蝴蝶生態遊戲：讓使用者深刻認

識蝴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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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蝴蝶生態面面觀網站路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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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蝴蝶生態面面觀採用之
Metadata 

一、Species 2000 簡介與開發歷史 
以「蝴蝶生態面面觀」為例，它所

採用的 Metadata 是 Species 2000。以下

將針對 Species 2000 的發展歷史以及簡

介，加以說明。 
 Species 2000 簡介 

Species 2000 計畫，由國際生物科

學聯盟發起，並聯合多個國際組織於西

元 1994 年 9 月共同成立。成立動機是

為建立一個包含全球主要物種群的生物

物種資料庫，以一致的物種分類系統紀

錄各物種群中的所有已知的物種資料。 
Species 2000 利用一組標準資料欄

位來描述所有已知的物種。這些資料欄

位是簡化自 Global Species Databases 
（GSD，為一種包含全世界單一分類群

之所有物種的資料庫）而來，所以，可

相容多種不同的現有物種資料庫之資料

欄位。利用此組標準資料欄位規格，使

用者輸入物種名稱，即可取得來自特定

物種資料庫所提供的物種資料。例如：

進入魚類名稱，可取得來自 FishBase
所提供的魚類資料。 
 Species 2000 目標 

Species 2000 計劃的目標是：針對

目前已知的生物物種提供一個具有一致

性、經認可且可成為實際使用工具的名

錄索引。這個名錄索引可以用於以下狀

況： 
1. 作為目前全球進行中之名錄製作計

劃的數位化物種名錄基礎。 
2. 作為全球各物種資料庫之間溝通的

網際網路閘道的名錄索引。 
3. 作為不同名錄製作計劃之相互比對

的參考系統。 
4. 作為具全球性範圍的物種名錄，可

供名錄狀態查核物種、分類與命名

等目的而使用。 
 Species 2000 實施 

為了達到上述目標，Species 2000
將要實施下列工作，以達成目標。 

1. 成立一個現有物種分類資料庫的聯

盟：Species 2000 
2. 在網際網路上建立一個動態通用系

統，讓使用者可以利用物種名稱透

過該系統在線上物種分類資料庫中

找到該物種資料。 
3. 與國際物種命名機構合作，提供並

維護一個穩定的電子化物種命名索

引，即 Species 2000 年度物種清單

（Species2000 Annual Checklist），
每年在網路跟光碟更新公佈最新資

料。 
4. 藉由加速完成現有物種資料庫與建

立彌補實際不足資料的新資料庫，

來激勵全球性物種分類資料庫陳列

的完成。 
5. 對於在 Species 2000 年度物種清

單上的各物種，與其他包括這些

物 種 相 關 資 料 （ 包 括 種 質

“Germplasm”、博物館/標本館、

生態環境等）的物種資料庫之間，

建立一個相互連結的系統，使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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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間產生關聯。 
6. 建立物種資料庫維護與分類資料更

新的作業程序。 
 Species 2000 組織 

Species 2000計劃是由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logical Sciences（IUBS）發

起，並聯合 The Committee on Data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CODATA）、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Microbiological 
Societies（IUMS）於西元 1994 年九月

共同合作成立，之後陸續於西元 1996-
1997 年期間獲得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之

Biodiversity Work Programme 的支持、

The UN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的 CHM 的合作與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GEF）的贊助。

在西元 1996 年菲律賓的馬尼拉辦的研

討會中，18 個物種分類資料庫機構

（附錄 1）的資深代表正式參加該計

劃，成為起始資料庫參與機構，這些生

物物種包括了：病毒、細菌、珊瑚、軟

體動物、甲殼動物、雙翅目昆蟲、姬蜂

總科、蛾蝶類等。 
（參考來源 <http://www.sp2000.org/index. 
html> ； <http://www.sp2000.org/initiating. 
html>） 
二、Species 2000 標準內容 

Species 2000 利用一組標準資料欄

位（共十個主欄位，西元 2004 年 12 月

最新版）來描述所有已知的物種。這些

資料欄位是簡化自 Global Species 
Databases （GSD，為一種包含全世界

單一分類群之所有物種的資料庫）而

來，所以，可相容多種不同的現有物種

資料庫之資料欄位規格。十個主欄位，

分列如下： 

表二：Species 2000欄位架構表 

 英文欄名 中文翻譯欄名 資料特質 
1 Accepted Scientific 

Name linked to 
References 
(Obligatory) 

正式採用學名 全名、屬名、種名、命名者、Species 2000 狀態、
狀態、命名參考文獻、文獻作者、命名年代或年
代範圍、篇名、出處、正式採用參考文獻、作
者、命名年代或年代範圍、篇名、出處。 

2 Synonym(s) linked 
to Reference(s) 
(Obligatory, as 
appropriate) 

異名/同物異名 全名、屬名、種名、命名者、種下階級標記、種
下階級名、種下階級命名者、狀態、命名參考文
獻、文獻作者、命名年代或年代範圍、篇名、出
處、異名處理參考文獻、作者、命名年代或年代
範圍、篇名、出處。 

3 Common Name(s) 
linked to 
Reference(s) 
(Optional) 

俗名 俗名、國家、語言、俗名參考文獻、文獻作者、
命名年代或年代範圍、篇名、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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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欄名 中文翻譯欄名 資料特質 
4 Latest taxonomic 

scrutiny 
(Obligatory) 

最新分類審訂 審訂者、審訂日期。 

5 Source Database 
(Obligatory) 

來源資料庫 資料庫名稱縮寫、版本標號、日期、網址。 

6 Additional Data 
(Optional) 

資料加值 Additional Data、Free Text。 

7 Family name 
(Obligatory) 

科名  

8 Classification above 
family, and highest 
taxon (Obligatory, 
as appropriate) 

最高等級分類
科名 

Kingdom Name 界名、Division Name 門名、Class 
Name 綱名、Order Name 種類名、SuperFamily 
Name 上級科名、Family Name 科名。 

9 Distribution 
(Optional) 

分布情況 國家。 

10 Reference(s) 關聯；參考 作者、年代、種名、附帶事項。 
參考來源：<http://www.sp2000.org/Standarddata.html> 

 
三、蝴蝶生態面面觀的 Metadata 結構 

科博館的「蝴蝶生態面面觀」

Metadata 如表三所示： 

表三：蝴蝶生態面面觀-Metadata簡表 

段落 
名稱 

資料特質 

名稱段 中文名、別名、學名、命名者、

命名年 
主題段 科、屬、種、亞種、中文科名 
相關資

料段 
寄主、蜜源植物、地理環境 

敘述段 生態期、外形特徵、分布情況 
重製段 檔案格式 
管理段 最後修改日期 
附註段 備註 

四、Metadata 在蝴蝶生態面面觀的應

用與著錄範例 
以「台灣麝香鳳蝶」為檢索字彙，

結果如下： 

表四：Metadata在蝴蝶生態面面觀的著錄範例 

別 名  
生物學分類 鳳蝶科 
寄主植物 寄主植物 
蜜源植物  
台灣分佈 台灣中部以南較為常

見，中央山脈四周低平

山區皆可見到成蟲活動 
其他國家分

佈 
台灣特有種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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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蝴蝶生態面面觀--檢索網址 

 <http://dlm.ncnu.edu.tw/butterfly/ 

 query_keyword/q_by_word.htm> 

參、曼哈頓中心線上圖書館
（Mid-Manhattan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Online） 

一、數位圖書館概介： 
名稱：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Digital 
Library Collection (NYPL) 
Mid-Manhattan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Online 

連接網址： 
<http://www.nypl.org/digital/> 
<http://digital.nypl.org/mmpco> 
 

 

圖七：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Digital 

Library Collection (NYPL) 

 

圖八： Mid-Manhattan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Online 

紐約公共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ies）簡介： 
紐約公共圖書館為全美館藏最豐富

的圖書館之一，同時也是全球流通最廣

的圖書館。紐約公共圖書館之重要性不

僅在其館藏與面積，且在於其獨有特

色。它是世界上唯一既扮演全球研究中

心，又擁有最大分館系統的圖書館。館

藏本身充分反應美國深厚的民主思想及

包羅萬象的本色，幾千萬館藏不僅蒐藏

了人類文化最重要的里程碑，如：古騰

堡聖經、總統傑佛森手稿，獨立宣言等

珍貴歷史文件，同時也蒐藏了無名小卒

的日常生活點滴。近年來，隨著電腦科

技的進步，館藏目錄已遍及世界各角

落。 
紐約公共圖書館是兼具研究圖書館

和公共圖書館雙重角色。因經費來源不

同，分為兩大系統，一個是研究圖書館

系統，由四個研究圖書館組成，另一個

則是分館系統，由 85 個分館組成，發

展至今有百餘年歷史。紐約公共圖書館

的研究圖書館由私人贊助，分館則是由



 

 76

 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第三卷第三期 / 96 年 7 月

市政府管轄，兩大系統的人員、經費和

業務均獨立，因此，研究圖書館和分館

系統不論在服務的內容、業務的性質、

館藏的發展和管理完全不同。 
1. 研究圖書館 
紐約公共圖書館的研究圖書館於西

元 1895 年創立，主要是由三個私人收

藏組成：艾斯特（Astor）圖書館，李

諾克斯（Lenox）圖書館，及提爾登

（Tilden）圖書館。四個研究圖書館為： 
 人 文 和 社 會 科 學 圖 書 館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brary）。 

表演藝術圖書館（The New 
Public Library for the Performance 
Arts）。 

黑人文化研究中心（Schomburg 
Center for Research in Black 
Culture）。 

科學工業與商業圖書館（Science, 
Industry and Business-SIBL）。 

館藏的內容十分豐富且均深度發

展，目前的館藏量約為 4,170 萬件（其

中圖書有 1,399 萬冊）。凡年滿十八

歲，無論其身分係屬研究人員、專業人

士、學者專家或一般民眾，均可到館查

詢借閱，惟因其是研究圖書館，故在管

理上是採閉架方式。西元 1911 年搬進

座落於紐約市中心的新館，藏書成長迅

速，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大英圖書館及

法國國家書館並列為世界四大圖書館。 
2. 分館系統 

85 所分館分散於紐約市曼哈頓

（Manhattan）、布朗（Bronx）和史德

登島（Staten Island）區。西元 1999 年

的流通量有 12,652,723 件，參考諮詢問

題有 6,739,512 個，各分館舉辦之展覽

有 2,336 次，可見此圖書館被民眾使用

之程度，分館還特別針對殘障人士或失

業者提供識字學習、英語指導和其他特

殊服務。85 所分館中，又區分為五所

中心圖書館，分別是： 
曼哈頓中心圖書館； 
唐奈圖書館中心； 
紐約公共表演藝術圖書館； 
安杜魯．海斯科爾盲和 Talking 

book 圖書館； 
科學．工業和商務圖書館。 

二、歷史、研發單位、目標 
發展歷史 

紐約公共圖書館有鑑於永久保存

原件資料與提供資訊服務之重要性，於

是開始致力於數位館藏的開發。其數位

館藏內容的特色在於針對紐約公共圖書

館的部份珍貴實體館藏進行數位化工

作，並極力的推動數位資源網路化。

PCO 即是在紐約公共圖書館的眾多數

位圖書館計劃中之一項，主題是圖像資

料。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收藏許多具有

歷史價值的珍貴資料，其主題範圍涵蓋

了人物、歷史、藝術、地方特色等主

題，包括了手稿、檔案與圖片等數位資

料。館藏內容相當豐富。以下將針對其

中 一 項 數 位 圖 書 館 計 劃 （ Mid-
Manhattan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Online, 簡稱 PCO），加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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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單位 
PCO （ Mid-Manhattan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Online）是來自紐約

公共圖書館，西元 1960 年代曼哈頓的

「藝術與技術實驗」提供藝術家與工程

師合作的機會，並說服工業界要為藝術

家敞開它們的大門，支持藝術家將他們

的夢想轉變成為實際藝術與技術結合的

呈現。 
曼哈頓中心圖書館的圖像館藏，於

西元 1915 年就開始蒐集相關主題館藏，

蒐集主題超過 12,000 個，圖像館藏的

應用範圍非常廣泛，它同時也包括了檔

案性質，不管是在任何公共資料庫系

統，它的種類是最多且應用最為廣泛的。 
任務 

PCO 主要是為了讓紐約的藝術

家、插圖畫家、設計者、社區需要者、

教師、學生和一般的研究人員使用為主

要任務。 
三、館藏特色 

圖像館藏是從畫像資源尋找知識和

啟發的一個虛擬圖書館。主要是收集了

30,000 筆從書、雜誌、報紙以及原先照

片中的圖像和明信片，蒐集年代主要是

西元 1923 年之前的創造品。PCO 的館

藏特色包括下列主題︰ 

表五：PCO館藏特色一覽表 

African-Americans
（美國黑人） 

Hairdressing 
（美容業） 

American-History
（美國歷史） 

Hosiery（針織品） 

Animals（動物） Insects（昆蟲） 
Army（軍隊） Native Americans 

（印地安人） 
Birds（鳥） New York City 

（紐約市） 
Clothing & Dress 
（衣服服裝） 

Pioneer Life 
（開發者生命） 

Costume（服裝） Punishments（處罰）

Design（設計） Reptiles（爬蟲） 
Dragons（龍） Shoes（鞋） 
Exploration 
（探索） 

Slave Ships 
（奴隸船） 

Fashion Drawings
（時裝畫） 

Slavery（奴隸制度）

Fur Fashion 
（毛皮時尚） 

Snakes（蛇） 

Gloves（手套） Textiles（紡織品） 
Hats（帽子） Umbrellas and Parasols

（傘和陽傘） 
參考來源：<http://digital.nypl.org/mmpco/ 
     index.cfm> 

 
四、資訊檢索 

在 PCO（Mid-Manhattan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Online）中，資訊檢

索方式有二，分別是 Browse 和 Search，
以下將分別介紹此兩種檢索方式： 
 Browse（參考網址 http://digital.nypl. 

org/mmpco/browse.cfm） 
此檢索方式為「瀏覽」性質，可以

針對不同時期或是不同主題瀏覽，如：

Folder Titles、Image Titles、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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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s、Source by Author、Source by 
Title 為主要瀏覽方式。舉例來說：當

選擇 African-Americans History 1860s. 
此檢索系統將會呈現出西元 1860 年的

美國黑人社會的現象、人物、制度、宗

教信仰等不分主題的圖像，是以西元

1860 年代的美國黑人為大範圍，不分

主題的呈現在當時的現象。 
 

 

圖九：Browse檢索畫面 

 

圖十：African-Americans History 1860s.檢索

畫面 

 Search（參考網址：http://digital. 
nypl.org/mmpco/search.cfm） 
在 Search 檢索中，是屬於進階式

的檢索（Advanced Search）。它包括了

三個下拉式選單，但在這三個下拉式選

單之中，要分開選定檢索策略為何。 
第一個下拉式選單包括： All 

fields、creator/author/name fields、titles 
fields 、 subject fields 、 source code 
fields、image id fields 等。 

第二個下拉式選單包括：Match all 
of these words、Match any of these 
words、Match this exact phrase 等。 

第三個下拉式選單包括：include 
word variants、Match words exactly。 

以 Search Results for：Marc Jacobs
（賈克柏）為例，檢索如下所示： 

 

 

圖十一：Search 檢索畫面 

 

圖十二：Marc Jacobs檢索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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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Mid-Manhattan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Online 網站路徑圖 
 

 

 

肆、曼哈頓中心線上圖書館
採用之 Metadata 

一、Marc 21 簡介與開發歷史 
以 PCO（Mid-Manhattan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Online）為例，它所

採用的 Metadata 是 Marc 21。以下將針

對 Marc 21 的發展歷史以及簡介，加以

說明。 
 Marc 21 簡介 

MARC 21 為美國、加拿大以 US 

MARC 為基礎，將 US MARC 與

CAN/MARC 加以修訂整合的編目格

式，並於西元 1999 年出版 MARC 21 
Format for Bibliographic Data。  

MARC 21 機讀編目格式由三項要

素組成： 
1. 記錄結構（record structure）：為了

國際性書目資料的交換，需符合資

訊交換標準的規範，如：美國國家

標準局的 ANSI/NISO Z39.2 ）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Format）、
國際標準組織的 ISO 2709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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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均規範了交換格式的需求，以及資

料處理系統交流的架構。 
2. 內容標示（Content designation）：
為標籤、代碼與約定，以快速識別

機讀格式，進而描繪機讀記錄中的

資料元素，以支援 MARC 格式資

料的操作。 
3. 記錄的資料內容（Data content of 

the record）：即資料登錄欄，由其

他標準規範其內容格式，如：國際

標準書目著錄（ISBD）、英美編目

規則第二版（AACR 2）、美國國會

圖書館標題表（LCSH）、美國國

會圖書館分類法（LCC）或其他。 
4. 記錄結構主要由以下三項組成：記

錄 標 示 （ Leader ）、 指 引

（Directory）、變長欄（Variable 
fields），將書目資料的格式予以結

構化。 
 
二、Marc 21 標準內容 

表六：Marc 21 Metadata結構表 

中文翻譯名 英文名 
控制欄 Control Fields 001-006 
控制欄 Control Fields 007 
控制欄 Control Fields 008 
數字和代碼欄 Number and Code Fields（01X-04X） 
分類和索書號欄 Classification and Call Number Fields（05X-08X） 
主要款目欄 Main Entry Fields（1XX） 
標題和相關標題欄 Title and Title-Related Fields（20X-24X） 
版本和印刷欄 Edition, Imprint, etc .Fields（250-270） 
外型描述欄 Physical Description, etc .Fields（3XX） 
連續性出版品欄 Series Statement Fields（4XX） 
附註欄 Note Fields：Part 1（50X-53X） 
附註欄 Note Fields：Part2（53X-58X） 
主題分析欄 Subject Access Fields（6XX） 
增加款目欄 Added Entry Fields（70X-75X） 
連結款目欄 Linking Entry Fields（76X-78X） 
連續性增加款目欄 Series Added Entry Fields（80X-830） 
 Holdings, Location, Alternate Graphs, etc. Fields（841-88X） 
資料來源：<http://www.loc.gov/marc/bibliographic/ecbd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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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arc 21 結構 

表七：Marc 21 與 PCO Metadata 對照表 

英文名 中文翻譯名 PCO（Picture Collection Online） 
使用欄位對照 

Control Fields 001-006 控制欄  
Control Fields 007 控制欄  
Control Fields 008 控制欄  
Number and Code Fields（01X-
04X） 

數字和代碼
欄 

 

Classification and Call Number Fields
（05X-08X） 

分類和索書
號欄 

 

Main Entry Fields（1XX） 主要款目欄  
Title and Title-Related Fields（20X-
24X） 

標題和相關
標題欄 

Title（Marc 245） 
Title Indicator（Marc 245 2

nd
 indicator）

Alternative title（Marc 246） 
Edition, Imprint, etc .Fields（250-
270） 

版本和印刷
欄 

Place published（Marc 260 a） 
Publisher（Marc 260 b） 
Publication date（Marc 260 c） 
Creation date（Marc 260 c） 

Physical Description, etc .Fields
（3XX） 

外型描述欄 Specific material type（Marc 300 a） 
Medium（Marc 300 b） 

Series Statement Fields（4XX） 連續性出版
品欄 

 

Note Fields：Part 1（50X-53X） 附註欄 Note（Marc 500） 
Note Fields：Part2（53X-58X） 附註欄  
Subject Access Fields（6XX） 主題分析欄 Depicted date（Marc 6XX y） 

Thesaurus（Marc 6XX 2） 
Subject（Marc 6XX） 
Subject Type 
（Marc 600,610,630,650,651,655） 

Added Entry Fields（70X-75X） 增加款目欄 Creator & Additional Name 
（Marc 1XX &Marc 7XX） 
Relator（Marc 1XX & Marc 7XX） 
Dates（Marc 100 & Marc 700d） 

Linking Entry Fields（76X-78X） 連結款目欄  
Series Added Entry Fields（80X-
830） 

連續性增加
款目欄 

 

Holdings, Location, Alternate Graphs, 
etc. Fields（841-88X） 

  

資料來源：<http://digital.nypl.org/mmpco/docs/metadata.pdf> 
資料來源：<http://www.loc.gov/marc/bibliographic/ecbd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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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Metadata 在本計畫的應用與著錄

範例 
以 Search Results for：Marc Jacobs

（賈克柏）為例，檢索如下所示： 
 

 

圖十三：Marc Jacobs檢索畫面 

以圖十三右下圈選的圖為 Metadata
的應用與著錄範例，如表 8 所示： 

表八：Metadata在 PCO的著錄範例 

Title Les modes parisiennes. 
Image ID 804096 

 

Title Les modes parisiennes. 

Creator Marc, L., printer 

Physical 
Description

1 print: col.; 29 x 22 cm. (11 
1/4 x 8 1/2 in.) 

Subject Clothing & Dress--France--
1870-1879 

 Illustrations 

 Earrings--1870-1879 

 Hats--1870-1879 

 Umbrellas--1870-1879 

 Women-Clothing & Dress--
France--1870-1879 

Notes Printed on border: “167.”
“1798.” “13 Avril 1878.”
“Bureaux 25 Rue de Lille.” 

Date 
Published 

1878 

Barcode 
Number 

33333159219001 

Struc ID 442603 

Source Source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In Folder Costume--1870s—French 

View All images from F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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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個案比較 

數位圖書館欲將各種數位媒體與傳

統館藏整合，這是一項困難、高成本與

長時間的工作。數位資訊與傳統媒體資

料有許多不同之處，如數位形式不固

定、容易複製，並可提供多位使用者同

時查用，倍增其研究與開發的價值。西

元 1999 年，美國馬查尼尼（Gary 
Marchionini）提出數位圖書館四構面

說，他認為數位圖書館是應用數位科

技，以處理資訊相關機構之問題，如圖

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學校、出版社

與資訊機構等，以提升人類發展。他主

張設計數位圖書館應該考量社群面

（ Community ） 、 技 術 面

（Technology）、服務面（Service）和

內容面（Content）四個構面，其要義

如次： 
社群面： 

資訊是人類基本需求，所以數位圖

書館與社群關係密切，並反映社會、經

濟、政治與文化課題，包括資訊尋求及

資訊尋求之行為與態度，非常複雜。 
技術面： 

技術可促進此領域的發展，引導解

決所需。數位圖書館的研究，將促成網

路、資訊儲存與檢索、多媒體展示與使

用者介面設計等科技進步，並將數位圖

書館與人，以及數位圖書館間彼此之連

結。 
服務面： 

反映著系統如何服務使用者社群，

如查詢利用服務，促進數位圖書館之查

詢與瀏覽，但更需要參考與回答問題，

配合使用者需求提供協助，以及提升人

類文明與資訊進步，並促成社群參與的

機制。 
內容面： 

如同圖書館，有圖書、期刊、地

圖、藝術、音樂與各種形式的資訊呈

現，數位圖書館的研究將促成內容的數

位化與展示，並且透過 metadata 的研

究，可以將人與數位圖書館內容加以組

織與連結。 
馬查尼尼的四構面論正好完整表達

一個數位圖書館全貌，茲以此四構面分

別比較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蝴蝶生

態面面觀」，與紐約公共圖書館的

「 Mid-Manhattan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Online」。 

 

表九：蝴蝶生態面面觀與PCO比較表 

構面名 比較項目 網站名 比較說明 
蝴蝶 一般民眾、研究人員、中小學教師以及學生、生物學家以及

對蝴蝶有興趣的社群使用。 
社群面 使用社群

PCO 它主要是為了讓紐約的藝術家、插圖畫家、設計者、社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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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名 比較項目 網站名 比較說明 
要、教師、學生和一般的研究人員使用為主要任務。 

蝴蝶 蝴蝶生態面面觀對資訊的取得更加方便與迅速。所以，使用

者只要移動滑鼠指標到處遊走指點，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訊

息。網頁通常都會包括文字和圖形兩大部分，不管是整體的

編排或圖案的設計，在國科會的蝴蝶數位博物館中，它比較

注重「豐富的內容」，另一個原則就是要「經常補充增加新

的資料」。所以，在網站的美工編排上面，比較注重的是簡

單明瞭，而不像一般的商業網站來的那麼樣的五花八門了。

網站介面

設計 

PCO PCO 數位圖書館能夠讓使用者隨時知道所處網頁在網站結構

的位置，以及清楚標示所有選項功能並放在使用者找得到的

位置；網頁彼此之間的表現與感覺具有一致性；不僅畫面分

割不會過於複雜，也有良好的檢索功能。 
蝴蝶 由於網站的最終目的仍是供線上使用者使用，所以，網站設

計便於瀏覽與好操作是相當重要的因素。不過，瀏覽方便不

僅要注重頁面清楚、色彩講究或外觀感覺，即便這樣單純，

它考慮的因素依然很多，而國科會的蝴蝶數位博物館中的瀏

覽速度與便利性，除了頁面配置之外，都是令人感到滿意

的。 

技術面 

多媒體展

示與連結

功能 

PCO 網站內的連結功能皆可對外連線。並且深入，將大量資訊運

用妥善的分類和適當的鏈結來健全訊息的延伸，並且做到迅

速更新。 
蝴蝶 目前蝴蝶生態面面觀網站提供 2D 及試驗性 3D 兩種方式之

虛擬生態遊戲。 
資訊加值 

PCO 目前尚未看到任何加值動作。 
蝴蝶 在蝴蝶生態面面觀中，資訊檢索方式有二，分別是直覺性蝴

蝶外觀查詢法和關鍵字查詢。 

服務面 

資訊檢索 

PCO 在 PCO（Picture Collection Online）中，資訊檢索方式有二，

分別是 Browse 和 Search。 
內容面 內容特色 蝴蝶 1. 豐富紮實的內容資訊：蝴蝶圖示、蝴蝶棲息處、蝴蝶生

態、豐富的 FAQ，豐富了國科會的蝴蝶數位博物館的網

站。 
2. 簡單舒服的網頁設計：就網頁設計來說，除了畫面生動活

潑，造型可愛討喜之外，版面配置更是簡單明瞭，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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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名 比較項目 網站名 比較說明 
者一進入就覺得想使用此網站所提供的網路資源。 

3. 清楚明確的主題定位：蝴蝶的中文名稱、別名、學名、寄

主植物、蜜源植物等分類，輸入相關的關鍵字進行搜尋等

等，它裡面所提供的服務中，一定有著依主題來區分許多

種類及教導使用者如何使用的功能。蝴蝶生態面面觀針對

網站的主題特色或服務的對象，盡可能蒐集資料以充實網

頁的內容，不僅豐富，而且真實，所以，國科會的蝴蝶數

位博物館在網站上面所蘊藏的資料也就更加充實了。 
4. 教導如何利用資訊：首頁裡面有一個「蝴蝶導覽」的連

結，除了可以讓使用者有初步的認識蝴蝶之外，還教導使

用者如何使用相關的網路資源參考工具。為初學者留下一

個可以入門學習的地方。這也是蝴蝶生態面面觀所要顧及

的重點。 
5. 提供溝通管道：置了『FAQ』、『常見問題』、『E-Mail』，蝴

蝶生態面面觀網站的「互動性」是另一個需要思量的地

方，有『FAQ』、『常見問題』、『E-Mail』的設計，可以讓

使用者留下想表達的話語或意見，而透過電子郵件 E-mail
也是一個很普遍的做法，有了可以和讀者們的互動管道，

當使用者對於網站有任何建議時，就可以經由這些管道來

反應。亦可以增加該網站的「人氣指數」。 
PCO 1. 提高系統的穩定度：因為此網站速度似乎有點過慢，不知

道是否是國外網站，所以，頻寬無法及時跟上。 
2. 版面清晰，重視互動：簡單易懂的網站，分類適當。 
3. 網站內容的更新頻率快速。 
4. My Gallery 的建置：當檢索到畫像資料時，可以把他當成

私人美術館收藏，不錯的個人化服務。 
使用容易

度 
蝴蝶 蝴蝶生態面面觀考量的就是內容豐富，並且隨時補充的新資

訊。同時具有可及性高與易於使用的特性。視覺畫面處理的

好壞的確會影響網友們瀏覽的意願。一般而言，就「使用容

易度」來說，提供一個令人感覺清爽、舒適的畫面，是重要

的。另外，在蝴蝶生態面面觀中，不管是『蝴蝶查詢』還是

『相關問題』，所採取的方式都是比較具有簡單性跟親和力

的，只是在瀏覽畫面的品質時感覺有點單調，但，整體來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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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名 比較項目 網站名 比較說明 
是一個不錯的網站。 

PCO 在 PCO 中，不管是網頁瀏覽還是資料庫檢索，所採取的方

式都是比較具有簡單性跟親和力的，只是在瀏覽畫面的時間

有點慢，整體來講是一個不錯的網站。 
蝴蝶 它採用的是 Metadata 是 Species 2000。Species 2000 利用一組

標準資料欄位來描述所有已知的物種。 
Metadata 

PCO 它所採用的 Metadata 是 Marc 21。 
 

陸、結論 

藉由分析「蝴蝶生態面面觀」和

「Mid-Manhattan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Online」這兩個數位圖書館/博物館之後，

發現今日的數位圖書館/博物館已經是

可以各自獨立運作的系統，每一個系統

均有自己獨特的檢索介面、系統結構、

通訊協定、管理政策以及 Metadata，但

是，大部分的數位圖書館/博物館之

間，並不能互相透過彼此的溝通來分享

彼此的資源。數位典藏資料的互通，應

該是邁向數位圖書館/博物館應該具備

的功能之一，而所有的數位圖書館/博
物館之間也應該能共同分享彼此的資

源，提供使用者透通的資訊取得管道。 
總之，無論採取任何協定作為互通

的基礎，必須考量到數位圖書館/博物

館本身與計劃特性。但是，透過這些彼

此互通的檢索協定，使得數位圖書館/
博物館與學術單位之間，能夠在一個共

通的標準之下，輕易地分享與取得電子

文件相關的數位典藏資料或全文，進而

提供使用者正確且快速地取得所需資

訊，有效達成開放式的數位圖書館/博
物館的服務，則是不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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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Species2000 的 18 個機構名稱 

• AIMS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 Townsville, Queensland, 
Australia (Database: CoralBase) (海洋

科學的澳洲研究所) 
• Thomson Zoological (Zoological 

Record), York, UK （英國的動物學紀

錄） 
• DSMZ (Deutsche Sammlung von 

Mikroorganismen und Zellkulturen), 
Braunschweig, Germany (Database: 
ProkaryoBase) 

• CABI BioScience (formerly IMI), Egham, 
UK (Database: Species Fungorum) 

• ETI (Expert Centre for Taxonomic 
Identification),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various global databases) 

• World Fish Center, Manila, Philippines 
(Database: FishBase) 

• ICTV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Taxonomy of Viruses), a Committee of 
the Virology Di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Microbiological 
Societies (IUMS) (Database: Universal 
Virus Database) 

• IOC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Leiden, Netherlands 
(Database: Register of Marine Organisms) 

• IOPI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Plant Information), Toronto, Canada 
and Sydney, Australia (Database: 
Global Plant Checklist) 

• IOP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Palaeobotany), London, UK (Database: 
Plant Fossil Record) 

• ILDIS (International Legume Database 
& Information Service), Wageningen, 
Netherlands and Reading, UK 
(Database: World Databa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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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umes) 
• ITIS, Washington DC, USA (Database: 

Integrated Taxonomic Information 
System) 

•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St. Louis 
MO, USA (Database: Moss/TROPICOS) 

• Philadelphia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Dr G Rosenberg, Philadelphia 
USA (Database: Mollusca Database) 

• RIKEN, Tokyo, Japan (Database: 

ProkaryoBase) 
•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Richmond, 

UK (Database: Global plant Databases) 
• USDA Systematic Entomology Lab.,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USA (Database: Diptera Database) 

• Dr Dicky Yu, Lethbridge, Alberta, 
Canada (Database: Ichneumonidae 
Data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