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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論文之研究目的旨在透過各資料庫系統的資訊組織模式探究其應用

OAI-PMH 為基礎的整合檢索機制，而後並針對數位圖書館提出使整合檢索效能

更完善的建議。 

本章內容共分為三節，分別為結論、建議和未來研究之建議。在結論與建議

部分，內容為『華文知識入口網站』的整合檢索模式，以及對採行整合檢索機制

的期許與建議。其後，在未來研究部分，則是針對研究範圍提出進一步研究之建

議，以作為後續研究之參考。  

第一節 結論 

本論文藉文獻分析法、訪談法及內容分析法等多重研究方法，從理論與實務

面探討數位圖書館利用 OAI-PMH 作為整合檢索的通訊協定時，其所採用的互通

模式、各資料庫系統間的配合情形和影響因素，主要的研究發現如下： 

一、 『華文知識入口網站』利用 OAI-PMH 所建置的集中式目錄之內涵，在技

術、內容和組織層面的規劃完善。 

研究者根據 Arm(2000)指出各資料庫系統間要達到互通的需求涵蓋三個層

面，針對本論文之研究結果進行討論，透過研究可知『華文知識入口網站』在各

資料庫系統間要達到互通需求時所涵蓋的三個層面，其表現情形如下所述： 

1. 技術層面：在使資料能夠相互流通的機制中，『華文知識入口網站』目前(2004
年 5 月 5 日)只能針對文字類型的資料格式作整合檢索，其所採用的整合檢

索協定為採用 OAI-PMH V.2 的版本； 
2. 內容層面：在使流通的資訊能夠被解讀的機制中，『華文知識入口網站』利

用 DC 的 15 個欄位作為各種詮釋資料的對映欄位之依據，並規定其中作品

名稱、創作者、主題與關鍵詞、出版者和日期時間為檢索的必備欄位，意即

此五個欄位為轉出對映資料時，必須要有的欄位； 
3. 組織層面：在資料存取權限、付費、認證等的機制中，『華文知識入口網站』

主要是以國圖與各級公共圖書館為可使用範圍。 

由此可知『華文知識入口網站』在技術層面採用 OAI-PMH 協定，以利整合

檢索機制的執行，在內容層面依規定將原描述資料的格式，對映至 DC 的 15 個

欄位，而後應用以下二種模式將資料匯至 Service 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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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對象的資料庫系統主機在國圖：由研究對象配合將資料轉出，利用

E-Mail 方式提供給系統開發廠商，再由系統開發廠商上傳至 Data Provider，
以利 Service Provider 擷取轉換後的詮釋資料作為執行檢索之用。； 

2. 資料庫系統主機在研究對象所屬處：先由系統開發廠商安裝一支程式，此程

式作用在轉換研究對象配合轉出的資料至 Data Provider，以利 Service 
Provider 擷取轉換後的詮釋資料從而執行檢索之用。 

由此方面綜合研究分析後，發現為了因應 OAI-PMH，研究對象在將轉換後

的詮釋資料匯出時需採用 XML 的語言來包裝，但此語言的寫法並非研究對象原

本所採用的，因此大部分的研究對象(80%)未能在時程內配合規定將資料轉換完

成，再者在資料匯出方面的機制，也是研究對象(46%)認為產生溝通聯繫方面問

題的關鍵。 

因此雖然美國國家科學基金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認為在此

種利用擷取詮釋資料的架構下，參與單位只需花費少量的努力，就能建立基本的

共通服務之優勢(Warnick, 2001)，但在本論文中，研究對象認為『華文知識入口

網站』的整合檢索機制雖是美意，但卻缺乏完善的規劃，因此使部分研究對象

(33%)抱持著觀望的心態。 

二、 各資料庫系統以 DC 欄位作為資訊組織模式的互通共識，且 DC 欄位的對

映規範對『華文知識入口網站』十分重要。 

在本論文中，研究者根據研究對象的執行經驗中，發現 DC 欄位的說明及如

何與其對映的相關規範是研究對象在實際執行對映工作時的重要依據；原因乃為

在 OAI-PMH 的架構中只是利用詮釋資料的互通性和延展性，且只考慮 DC 易於

檢索的特性，不考慮其專指描述程度，因此造成研究對象在執行轉出與 DC 欄位

對映工作的困擾。 

且根據本論文之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對象因不熟悉 DC 欄位的規格，所以產

生在對映工作上的不確定，例如不知如何將原描述資料的欄位與 DC 欄位對映，

是以除了研究對象 H 外，其餘研究對象就只轉出所規定之 5 個必備欄位的資料，

因此當使用者檢索到所需資料時，不但無法獲得檢索結果的進一步說明，更無法

連結到全文資料(研究對象 M 指出 DC 中的識別號欄位，其使用率為零)。 

再者也因為未對如何與 DC 對映的工作有一詳細的規範說明，因此研究對象

(25%)以試探和測試的心態配合轉出對映資料，而截至目前為止(2004 年 5 月 5
日)只有一研究對象(8%)已將全數資料依規定轉出。 

因此為使 OAI-PMH 想要提供一最小障礙的互通機制，並達成易於實作和易

於發展的互通架構得以實現，則對於 DC 欄位對映之清楚規範的相關文件與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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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必要性。 

三、 OAI-PMH 架構在『華文知識入口網站』中的整合檢索效能表現良好，為

使效能表現最佳化，應當有一規劃妥善的協調機制。 

研究者分別利用 36 組關鍵字針對『華文知識入口網站』與各資料庫系統，

在檢索結果的回傳筆數與回應時間面向上，進行系統檢索效能之檢測比較與分

析，研究發現當執行相同檢索條件時，『華文知識入口網站』的效能表現，有下

列四種情形： 

1. 檢索結果筆數在『華文知識入口網站』中大於各資料庫系統：有 3 個系統；   
2. 檢索結果筆數在『華文知識入口網站』中小於各資料庫系統：有 6 個系統； 
3. 檢索結果筆數在『華文知識入口網站』中等於各資料庫系統：有 8 個系統； 
4. 無法從『華文知識入口網站』得到各資料庫系統之檢索結果：有 14 個系統。 

研究者分析研究對象依據配合 DC 的 15 個欄位將對映資料轉出的情形，發

現其配合狀況有下列三種情形： 

1. 完全轉出對映資料的，共 5 個系統； 
2. 部分轉出對映資料的，共 23 個系統； 
3. 無法轉出(不用轉出)對映資料的，共 4 個系統。 

研究者根據上述研究對象將對映資料轉出的情形，與『華文知識入口網站』

檢索結果筆數的情形做一交叉分析見表 5- 1。 

表 5- 1 當執行相同檢索條件時，『華文知識入口網站』的效能表現分析 

對映資料轉出的情形 

檢索結果 

完全轉出 部分轉出 無法轉出(不用

轉出) 

大於各資料庫系統  A01、F01、J04  

等於各資料庫系統 H01、H02、H03、

H04、H05 

J01、J09、J10  

小於各資料庫系統  G01、J03、L01、L02 I01 

無法得到檢索結果  A02、B01、D01、

E01、E02、F02、J02、

J05、J06、J07、J08、

K01、L03 

C01、E03、H06 

從表 5- 1 可知『華文知識入口網站』在合法的環境下，提供足以滿足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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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需求，除了方便做跨知識領域的整合檢索外，其系統的效能表現包括：檢

索結果筆數的呈現與系統回應時間方面皆達到良善的表現，僅有當研究對象因尚

未將原資料筆數全數與 DC 對映完成時，才有些微差異。 

而些微差異的產生原因有：資料整理的規格和程序，彼此都需要一而再的配

合修訂、溝通不易、不知與誰聯繫關於 DC 欄位對映方面的疑問和未主動解決廠

商問題，因此為使『華文知識入口網站』的整合檢索效能最佳化，則規劃妥善的

協調機制是不可缺的。 

第二節 建議 

研究者根據研究對象的執行經驗，針對擔任服務系統、各資料庫系統與系統

開發廠商提出下列三點建議，期使數位圖書館的整合檢索之效能得以更臻完善： 

1. 擔任服務系統與各資料庫系統之執行者間，應有一妥善的協調機制，以利於

彼此間配合動作的執行。 

在與 DC 欄位對映方面，研究對象認為彼此在溝通與聯繫方面出現重大的問

題，例如：資料整理的規格和程序，彼此都需要一而再的配合修訂、溝通不易、

不知與誰聯繫關於 DC 欄位對映方面的疑問和未主動解決廠商問題等，因此研究

者建議應有一妥善的協調機制，以利於彼此間配合動作的執行。 

2. 系統開發廠商需有一規範完整的工作說明書，使各資料庫系統之執行者有一

遵循的方向。 

各資料庫系統的資訊組織在與 DC 的 15 個欄位對映時，除認為 DC 規格太

簡單、太一般化，更指出系統開發廠商未對採用的欄位做詳細且深入的介紹(整
合、安全性)，因此研究者建議在詮釋資料對映方面的語意問題應有一達成協議

後的規範文件，以使各資料庫系統的資訊組織模式在實際執行與 DC 欄位對映的

動作上有一原則與共識。 

3. 擔任服務系統之執行者應有一完整的資訊利用與行銷之策略規劃，以利計畫

的進行。 

針對採行整合檢索機制的期許與建議方面，研究對象認為配合的時程應妥善

規劃、若有配套措施則可具有連結全文的功能和對主題性近似的資料類型作整合

檢索會較有效果。對此，研究者建議日後欲從事相關計畫進行的執行者，應有一

妥善且完整的資訊利用與行銷之策略規劃，可讓使用者可以在合法的資訊使用環

境中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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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來研究建議 

本論文藉由探討數位圖書館在技術與內容層面互通的共識模式，以使整合檢

索的理念落實，並進一步提出使數位圖書館的整合檢索之效能更完善的建議。為

使日後相關研究更臻完善，提出以下二點未來研究之建議： 

1. 以非商業性資料庫系統開發廠商為研究對象，並增加各資料庫系統之資訊組

織模式，以求更深入地探析與 DC 對映的情形 

Ward(2003)指出 OAI-PMH 協定在利用 DC 做跨知識領域的整合檢索時，很

難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原因為 DC 本身的低度使用(Underutilization )，同時指

出要使利用 OAI-PMH 協定所建置的跨知識領域之整合檢索服務得以完善，就須

先瞭解並解決 DC 在低度使用方面的議題。 

而本論文因研究對象皆為商業性資料庫的開發廠商，是以將其資料描述格式

視為商業機密，故無法得知其確實與 DC 的對映情形，只能從研究對象的描述

中，知悉其在對映時產生的難題為何、轉出欄位的配合情形如資料轉出的筆數、

範圍與 DC 所採之欄位是否原先即為採行，而後再依據實際操作『華文知識入口

網站』的情形與訪談系統開發廠商，得知研究對象在對映動作上的執行情形，從

而獲得 DC 欄位在『華文知識入口網站』的對映與應用情況。 

因此建議未來研究者可以非商業性資料庫系統開發廠商為研究對象，並增加

各資料庫系統的資訊組織模式，以更精確地瞭解不同的資訊組織在與 DC 對映時

所產生的困難情形，例如本論文發現商學類的資料類型因資料間的關連屬性較多

層，因此最難與 DC 對映。 

2. 合法的資訊利用環境中，探討 OAI-PMH 架構結合 OpenURL 連結機制與應

用 Z39.50 的最佳化模式之設計 

本論文在文獻分析時分別針對 OAI-PMH、Z39.50 和 OpenURL 進行相關的

文獻分析和比較，發現 OAI-PMH、Z39.50 與 OpenURL 的結合效益，會讓使用

者在資訊利用方面帶來莫大的助益，國外亦有相關實證研究的進行。 

因此研究者認為相對於 OAI-PMH 所帶來的新學術傳播模式，此三種國際標

準協定的結合，對使用者在資訊尋求上將會是一種利多，故建議未來可就此三種

模式的設計結合之議題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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