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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之目的在探討全集描述發展及應用趨勢、檔案特性與全集描述

之需求，以及以「國民黨歷史檔案詮釋資料」與「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

為例，透過可延伸樣式表語言轉換（XSLT），做自動全集轉換，探討由平面資

料自動轉換為階層性資料時可能發生之問題。 

自動全集轉換實作與結果已詳述於第四章，本章就整體研究結果做一概括

性總結，並依據結論提出相關建議。 

本章內容共分為三節，分別為研究結論、建議以及後續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結論 

綜合文獻分析與自動全集轉換實作結果分析，將結論依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分為六個面向，分述如下： 

  一  、全集層次詮釋資料方面 

（一） 全集層次詮釋資料目前之發展趨勢為何？ 

在任何數位圖書館系統中，全集層次詮釋資料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源類型，

因為它允許使用者在開始精確的資訊搜尋過程之前早一步查詢一套全集，確定

哪些資源符合其所需。 

目前用來描述全集之詮釋資料格式較為重要且有影響者分別為「RSLP 全

集描述綱要架構」（RSLP CD schema）、「都柏林核心集全集描述應用規範」（DC 
CD AP）以及「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等三種格式，此三種全集層次詮釋

資料格式擁有不同的特點與應用背景。 

RSLP 全集描述為實體關係模型（Entity-Relationship model），是以都柏林

核心集為基礎的詮釋資料綱要架構，可適用在圖書館、博物館、檔案館或網際

網路等所有類型的全集描述上，對英國以及其他的全集描述計畫有顯著且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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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並構成「都柏林核心集全集描述應用規範」（DC CD AP）的基礎根據。 

「RSLP 全集描述綱要架構」將全集描述所涉及的詮釋資料內容分為全

集、位置以及代理者三類。 

「RSLP 全集描述綱要架構」包含使用者所熟悉的圖書館目錄概念（例如

全集的題名、描述、作者、日期），以及全集管理者所熟悉的概念（例如全集的

實體位置、典藏狀態、資源取得）。 

「都柏林核心集全集描述應用規範」（DC CD AP）是一組全集描述屬性

（properties）核心，詳細說明都柏林核心集屬性如何被用來描述全集，作為簡

易的全集層次描述。「都柏林核心集全集描述應用規範」（DC CD AP）最重要之

目的在於支援全集的發現、識別與選擇以及識別提供取得全集之服務。 

「都柏林核心集全集描述應用規範」（DC CD AP）是建立在由 Heaney 所

提出的實體關係模型上，描述「全集－地點」、「全集－服務」以及「全集－代

理者」關係；但是不包括地點、服務、代理者的描述。未來，「都柏林核心集全

集描述應用規範」（DC CD AP）可能成為全集描述綱要架構的核心。 

「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則主要是應用在檔案領域中，和「RSLP 全

集描述綱要架構」相較之下，「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是較符合檔案管理

者所需，因為其階層式的描述架構可提供有關檔案全集更詳細的描述資訊。 

「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既能描述全集又能描述單件，在一筆「檔

案描述編碼格式」（EAD）編目記錄中全集可以依不同的層次來加以描述，說

明全集如何組織以及概述全集之內容，指出在一個全集當中哪裡可以發現相關

資料之地點。「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是最適合用來作檔案全集的描述之

全集層次詮釋資料格式。 

（二） 全集層次詮釋資料若要應用於跨領域檢索與達到全球性描述

與檢索時所面臨之問題？ 

不同典藏機構環境，例如圖書館、檔案館、博物館與美術館，除了典藏資

料的特性與管理文化不同之外，用來定義資料群集所使用的準則也不盡相同，

因此採用不同的全集層次詮釋資料進行全集的描述，例如檔案界習慣上採用「檔

案描述編碼格式」（EAD）作為全集描述的標準，而不採用「RSLP 全集描述綱

要架構」；也由於全集層次詮釋資料格式的不統一，造成其應用在跨領域、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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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描述與檢索時產生問題。 

全集層次詮釋資料的交換與再利用，需發展一個在語法以及語意上一致的

模型，在同一個模型中進行描述與控制，才可能達成橫跨領域描述與發現全集。

例如各類典藏機構皆採用「RSLP 全集描述綱要架構」作為全集描述的標準。 

  二  、「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方面 

（一） 檔案的特質為何？全集的特性為何？全集的需求面為何？ 

檔案學上，對於檔案的典藏或管理上十分重視「整體編排」與「描述的完

整性」。 

在檔案的編排方面，由於檔案是隨著組織或個人之業務與活動，有機的成

長累積，因此檔案處理過程中非常重視「全宗原則」、「來源原則」以及「原始

順序原則」等三個重要的原則。 

在檔案的描述方面，由於檔案處理的過程中強調層級的處理與層級之間的

關係，以維護檔案的原始歷史價值，便於檔案的編排與描述以及協助檔案管理

者處理檔案，因此，檔案在描述上屬於「多層級描述」。 

從檔案的編排與描述慣例，瞭解檔案界習慣上使用「全宗」來稱呼其典型

描述資料的集合體，而不用「全集」來指稱其典型描述資料的集合體；雖然「檔

案全宗」與「人為全集」都屬於「全集」，但兩者實質上仍有許多不同的地方，

請參考表 5-1。 

表 5-1 「檔案全宗」與「人為全集」異同 

        類型 

異同 
檔案全宗 人為全集 

聚成全集準則 
「全宗原則」、「來源原則」以

及「原始順序原則」 
主題、類型、格式、地點或某

一共同特徵 

聚集方式 
非特意聚集，屬於自然的彙

集、漸進的與連續性 
人為特意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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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單位 
以一個機構或個人所有的檔

案文件集合體進行描述 
以單一資源之集合體進行描

述 

單件與單件之間 單件與單件之間有關連性 
單件與單件之間除了擁有共

同的某一特質之外，缺乏缺乏

全宗的凝聚一致性 

組成全集之單件內涵 多元性 

全集類型 兩者皆可稱為全集 

 

從檔案管理者的角度來看，全集描述早已經被實施，即在全宗層次進行描

述，且檔案的檢索工具早已描述全集以及顯示單件與全集之間的關係。「檔案描

述編碼格式」（EAD）多層次的檔案資源描述架構，可完整反映檔案的「全宗

原則」，將相關的檔案紀錄聚合在一起（來源原則），成為一個檔案全集，反映

出檔案資料實體的原始排列順序與結構（原始順序原則），有助於使用者瞭解和

檢索被描述的檔案紀錄資料。 

  三  、單件轉全集問題方面 

（一） 單件轉全集之必要性 

本研究以國民黨歷史檔案為實作對象，「國民黨黨史館」在檔案描述編目上

是以單筆檔案作為描述的單位，以單筆檔案所建立起的檔案單件層次描述對使

用者而言無法瞭解檔案整體脈絡之外，從管理角度來看，僅建立檔案單件層次

描述將無助於了解典藏品的相關典藏狀況；因此有必要將目前的檔案單件層次

描述轉換成檔案全宗（全集）層次描述，轉換後可便於瞭解檔案之整體脈絡與

檔案典藏品相關典藏狀況。 

在全宗層級進行描述之優點可從使用者、典藏機構管理者以及資料交換等

三個面向進行說明： 

1. 使用者面向：全宗的描述資訊，可幫助使用者在查檢全宗檔案之初，

就可對此全宗檔案建立起一個概略性的了解。 

2. 典藏機構管理者面向：檔案典藏具有保存歷史的重要意義，全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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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釐清典藏主題的歷史傳記、重要事件及典藏價值，由管理角度

來看，全宗描述有助於了解典藏品的相關典藏狀況等資訊。 

3. 資料交換面向：全宗層級是檔案描述時基本的描述層級，因此在全宗

層級進行描述將有助於與國內外相關計劃進行資料的交換。 

透過檔案單件層次描述與檔案全宗層次描述之優缺點比較表格，瞭解單件

轉全集之必要性，請參考表 5-2： 

表 5-2 檔案單件層次描述與檔案全宗層次描述之優缺點 

    描述類型 

優缺點 
檔案單件層次描述 檔案全宗層次描述 

描述單位 單筆檔案 檔案紀錄整體－全宗 

優點 

不需透過檔案專家就可進行單筆

檔案編目。 

單筆檔案特質詳細描述。 

幫助使用者瞭解檔案整體脈絡架

構。 

幫助管理者掌握典藏品相關典藏

狀況資訊。 

資料交換。 

缺點 
檔案單件層次描述無法瞭解整體

檔案架構脈絡。 

需經由對檔案整體內涵有全盤瞭

解之檔案專家才能進行檔案全宗

層次的描述。 

（二） 單件轉全集問題為何？資料如何對映？轉換上會遇到的問

題？ 

1. 單件轉全集需考慮到結構、語意等問題： 

(1) 結構轉換方面 

 平面式描述結構轉換成階層式描述結構：詮釋資料格式對映轉換

時是由平面式詮釋資料格式對映轉換成階層式詮釋資料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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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粒度層次：兩詮釋資料格式表達描述粒度層次之能力不同，

因此在進行兩詮釋資料格式對映轉換時必須對映轉換至相同的描

述粒度層次中。 

(2) 語意轉譯方面 

 描述項目欄位名稱：兩詮釋資料描述項目之欄位名稱不同，若欄

位語意不相容，則產生某些欄位無法對映情況。 

2. 轉換上會遭遇的問題： 

(1) 欄位語意不相容問題。 

(2) 元素對映問題（一對一、一對多、多對一、一對零）。 

(3) 轉換後資料缺失問題。 

  四  、從單件層次轉換成全集層次技術方面 

（一） 就 XML 文件而言，轉換的工具為何？ 

XSLT 是一種樹狀結構導向的轉換語言，透過 XSLT 可將 XML 文件樹狀架

構轉換成另一個新的架構，本研究即透過可延伸樣式表語言轉換（XSLT）將單

件層次描述的國民黨歷史檔案單筆編目紀錄XML檔轉換成全集層次描述的「檔

案描述編碼格式」（EAD）編目記錄 XML 檔。 

XSLT 的運作原理，「來源樹」就是一份原始的 XML 文件，經由 XSLT 轉

換成「結果樹」，XSLT 這個動作是利用 XSL 語法從「來源樹」中取得所要的

資料，而產生「結果樹」。 

（二） 從單件層次自動轉換成全集層次時會面臨的問題與解決方

法？ 

由於兩種詮釋資料格式原本設計之目的不同，描述粒度也不相同，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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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單件層次描述轉換為全集層次描述時需對映至相同的描述粒度層次，而轉

換後欄位資料缺失的部分需再藉由人工方式補填資料。 

以本研究中的自動全集轉換實作部分為例，再經過「國民黨歷史檔案詮釋

資料」與「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兩詮釋資料格式欄位語意對映之後，

進一步分析「國民黨歷史檔案詮釋資料」與「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兩

詮釋資料格式當中，哪些元素是必備、出現多次，再透過 XSLT 技術，進行詮

釋資料格式結構轉換。 

  五  、EAD 與現行全集描述詮釋資料之關係 

以「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建立起的檔案全集描述，僅適用於檔案

領域中全集資料的交換與檢索，若要達成全球化的全集檢索，讓使用者可以一

次發現圖書館、博物館與檔案館等典藏機構中的全集資訊必須探討目前最多全

集描述計畫所採行的詮釋資料格式與「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之間的關

係。 

「RSLP 全集描述綱要架構」是目前很重要的全集層次詮釋資料格式，很

多現行的全集描述計畫皆採用該格式作為描述全集資源的標準，因此本研究進

一步分析「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全集描述與「RSLP 全集描述綱要架構」

中描述全集屬性之間的對映關係。 

「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中主要是以「檔案描述」的第一層來描述

全集（全宗），本研究就「檔案描述」第一層中較為重要且常用來描述全集之元

素與 RSLP 全集描述綱要中的全集屬性進行對映。 

「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與「RSLP 全集描述綱要架構」對映結果為，

大部分的元素接能夠對映至語意相容的元素中，僅有少部分元素例如「實體位

置」元素、「資料特殊細節」元素、「編排」元素、「處理資訊」元素以及「其他

可取得之類型」元素等無法對映。 

在「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與「RSLP 全集描述綱要架構」的元素與

元素之間包含一對一、一對零以及多對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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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全集描述呈現介面 

（一） 檔案全集合理的呈現方式為何？需提供的功能為何？ 

由於檔案全集其特殊的編排方式與描述慣例不同於一般全集，因此呈現介

面表達方式與一般全集有所不同。 

合理的檔案全集呈現介面需反映檔案在典藏與管理上所重視的「整體編排」

與「描述的完整性」。 

以檔案在典藏與管理上重視的三大原則、多層次描述以及三個現行檔案全

集呈現介面分析為基礎，以下歸納合理的檔案全集呈現介面需如何表達： 

1. 檔案編排架構與內容呈現方面：檔案編排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尊重檔案

的「全宗原則」、尊重檔案的「來源原則」以及尊重檔案的「原始順序

原則」，因此檔案全集在呈現介面上必須能夠表達出這三個重要原則，

透過這三個重要原則的實踐，讓使用者可以看到檔案的層級（瞭解單

件檔案的起源，起源原則），以及各層級中實體文件的歸檔方式（排列

反映出一個組織或個人記錄它們最初的工作順序，原始順序原則）。 

2. 檔案描述方面：由於檔案處理過程強調層級的處理與層級之間的關

係，以維護檔案原始歷史證據，因此，需呈現「多層次描述」以反映

各檔案層級之間的關係。 

3. 檔案查詢方面：可支援某特定項目的查詢檢索。 

合理的檔案全集呈現介面需提供給使用者的功能包含： 

1. 全集瀏覽方面：提供使用者全集簡略描述與全集詳細描述兩種瀏覽模

式： 

(1) 全集簡略描述瀏覽模式：僅提供全集摘要性描述資料。例如，全

集題名與全集資料所涵蓋日期、全集識別號、全集所包含的實體

數量、全集典藏機構以及全集資料之語言等資訊。 

(2) 全集詳細描述瀏覽模式：呈現一筆完整且詳細的「檔案描述編碼

格式」（EAD）編目記錄。 

2. 導覽系統方面：幫助使用者方便瀏覽全集內容，由於一份「檔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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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格式」（EAD）檢索工具中有時包含數以萬計的單件檔案，若不

提供使用者相關的導覽，使用者將容易迷失於其中。導覽系統可進一

步分為： 

(1) 全站導覽：引導使用者可往何處去。包含：指引使用者回到網站

首頁、提供關於本網站之歷史、網站地圖以及提供相關協助。 

(2) 局部導覽：提供使用者目前所在全集的相關資訊。包含：全集的

摘要性描述、全集管理資訊描述、全集的範圍與內容描述、全集

的組織與編排方式、全集的索引詞彙以及組成全集之更小成分資

訊。 

3. 搜尋系統方面：當使用者在全集層次開始他們的檢索，識別符合所需

的全集之後，為了幫助使用者快速找出該全集當中符合所需的系列或

單件，必需提供使用者可以檢索目前所在全集之功能。 

4. 數位物件連結模式方面：當全集中包含有數位物件時，可先透過局部

導覽，提示使用者該全集當中包含的數位物件之數量以及顯示數位物

件所在之位置，方便使用者進行數位物件的連結使用。 

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進行過程與研究結果，提出以下兩點建議： 

  一  、以「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建立全集描述方面 

（一） 檔案全集描述格式標準化的制訂 

檔案描述是檔案管理最基礎的工作，透過標準化的檔案描述格式才能提升

檔案全集描述資訊之品質，提供使用者有效率的檔案全集資源利用工具，以及

達成檔案全集資源交換與分享的目標。 

「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僅是一「資料結構標準」，必須與「資料內

容標準」以及「資料值標準」互相搭配才能編碼出高品質的檔案全集描述與達

成檔案全集資料的交換。因此有必要進行檔案描述格式標準化的制訂，控制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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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單位在「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編碼的一致性，例如國外常編制「檔

案描述編碼格式最佳著錄指導方針」（EAD Best Practice Guidelines），建立檔案

層次控制之規範與列出必要資料項（元素、子元素、屬性與屬性值）。 

  二  、本研究單件轉全集方面 

由現行的「國民黨歷史檔案詮釋資料」單件描述欄位是不能夠建立起「檔

案描述編碼格式」（EAD）中完整的全宗描述或系列描述；但是可藉由改善目

前某些欄位，以建立起部分的全宗描述或部分的系列描述，例如： 

將現行「國民黨歷史檔案詮釋資料」中的「標題關鍵字」、「創作者關鍵字」、

「出版地關鍵字」以及「備註關鍵字」等欄位中的資料作進一步的權威控制，

在轉入「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時可以用來建立全宗描述或系列描述的

權威控制相關資訊，為資源檢索者提供重要的檢索點。 

第三節  後續研究之建議 

根據本研究進行過程，整理出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議題，以期能夠提供

後續研究之參考方向，提出以下兩點建議： 

  一  、以全集層次描述解決各類典藏機構資源整合問題之研究 

面對眾多的異質資訊資料，如何有效的取得、組織、對映以及運用這些資

訊資料是整合異質資訊相當重要的ㄧ環，不同類型的典藏機構，例如圖書館、

檔案館、博物館與美術館，有著不同的資源描述慣例、方式與著重焦點，透過

全集層次描述之整合，或許是一個解決資源整合方法。 

然而由於不同的典藏機構對於全集的定義不同，對全集描述的觀點是互異

的，因此建議未來的研究方向為著手進行有關在各類典藏機構以及數位化環境

中以全集作為一個定義的或組織的單位角色根本問題之研究。 

  二  、各類典藏機構現行單件層次詮釋資料再利用之研究 

各類典藏機構現行單件層次詮釋資料格式的再利用。例如當前圖書資訊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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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的機讀編目格式（MARC）編目記錄的再利用，進一步分析「檔案描述編

碼格式」（EAD）與圖書館機讀編目格式之間的對映關係，再透過 XSLT 詮釋資

料格式結構轉換技術，自動將圖書館機讀編目格式之單件編目記錄自動轉換成

「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主題全集描述或自動建立起圖書館中所典藏的

特藏手稿資源的全集描述。 

  三  、EAD 與現行全集描述詮釋資料關係之深入研究 

本研究中僅探討分析「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與「RSLP 全集描述綱

要架構」之間全集描述元素的對映關係，並未實作兩詮釋資料格式的轉換測試

評估，因此建議未來的研究者可以進行「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RSLP
全集描述綱要架構」以及「都柏林核心集全集描述應用規範」（DC CD AP）此

三種全集層次詮釋資料格式之間的對映與轉換等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