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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書目記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FRBR）係
一份針對書目著錄理論與實務所發展的建議報告書，自 1998 年由 IFLA 正式公
佈後，受到國際間廣泛社群的關注與探討，已被應用在許多領域與議題。近年來
更將 FRBR 從理論性的概念模型，轉為實務性的系統建置與研究計畫，落實的個
案包括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與聯合目錄系統等。FRBR 在線上目錄方面如何被應用
與建置？應用的範疇為何？究竟 FRBR 的關鍵價值是什麼？這些均是本文探討
的議題。本文採用比較研究法，探究 FRBR 模型應用在線上目錄的現況。首先陳
述 FRBR 的重要觀念與內容，再以 AusLit Gateway（澳洲文學作品主題目錄）
、
Virtua（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RedLightGreen（圖書館聯合目錄）及 OCLC（WorldCat
聯合目錄）等四個 FRBR 模型，在線上目錄的落實個案為研究對象進行比較分
析，本研究提出四項發現，包括：最需要 FRBR 導入的對象是資料量大的書目資
料庫、FRBR 在線上目錄的潛在應用與益處、FRBR 代表圖書館社群一種模型化
(modeling)的發展趨勢，及 FRBR 模型尚待被全面性實驗，應用與建置。最後總
結與提出建議。

壹、

緒論

書目記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FRBR）
係一份針對書目著錄理論與實務所發展的建議報告書。圖書資訊學自 1961 年共
同達成「巴黎原則」
（Paris Principle）
，及 1971 年出版「國際標準書目著錄規則」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for Monographic Publication，
ISBD）後，編目的理論與實踐便穩定地依循此主軸發展。直至 1990 年起，編目
原理與標準使用的環境已經產生劇烈的改變，包括自動化系統的採用與不斷革
新、國際間書目共享計畫、新型態出版品的出現等原因，促使圖書館必需面對如
何讓書目記錄更有效符合廣泛使用者的期許與需求之議題。書目記錄功能需求
（以下簡稱 FRBR）便是在此背景下由國際圖書館協會（IFLA）研究小組自 1992
年至 1998 年，費時六年發展而成。此研究計畫的目標在於提供一個清楚的架構，
以告知書目記錄必須有那些資訊，以及書目記錄如何因應使用者的需求。FRBR
模型自 1998 年由 IFLA 正式公佈後，受到國際間廣泛社群的關注與探討，已被

應用在許多領域與議題。近年來更將 FRBR 從理論性的概念模型，轉為實務性的
系統建置與研究計畫。其中落實的個案包括：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與聯合目錄系統
等。FRBR 在線上目錄方面如何被應用與建置？應用的範疇為何？究竟 FRBR 的
關鍵價值是什麼？這些均是本報告的探討主題，本文採用比較研究法，探究
FRBR 模型應用在線上目錄的現況。首先陳述 FRBR 的重要觀念與內容，再以四
個 FRBR 模型在線上目錄的落實個案為研究對象進行比較分析，最後總結與提出
建議。

貳、

書目記錄功能需求（FRBR）的重要觀念

為以結構性的方式了解與分析使用者的需求，FRBR 計畫採用實體分析法。
首先找出使用者關注的核心物件，組成一組資料（即 FRBR 發展完成的三組實
體），接著為每一實體定義重要的屬性（相對於編目實務的資料欄位或編目著錄
規則），最後建立各模組中的關係。在完成實體關聯分析、屬性與關係後，再與
使用者任務進行對照，形成讀者對於書目資訊的需求建議。所謂使用者的書目記
錄需求可以分為四種：
一、尋找（Find）
：藉此可以找到符合使用者陳述的查詢條件之資源（例如：
根據某一特定主題，找到所有相關的文件；找出一個特定標題的書目紀
錄）。
二、識別（Identify）
：藉此可以確認某一筆檢索到的資料（例如:確認這筆資
料就是讀者所要找的，或是分辨兩筆擁有相同標題的紀錄)。
三、選擇（Select）：藉此可以選擇適合使用者的資源（例如:選擇使用者熟
悉的語言；或是選擇可與使用者硬體以及作業系統相容的電腦程式）。
四、獲得（obtain）：藉此獲得這些資源的正確位置（例如:購買、下達預約
或借書的指令、或在線上檢索到遠端電腦裡的全文）
FRBR 將實體（Entity）定義為「書目紀錄使用者所關心的核心物件」
，並提
出三組實體，構成 FRBR 重要組成要件，以下茲分別簡要說明：
第一組實體（詳下圖）：代表使用者對於心智成就或藝術作品的不同關注層面，
分別包括「作品」
（Work）
、
「內容版本」
（Expression）
、
「載體版本」
（Manifestation）
及「單件」（Item）四個層次。「作品」(特定的心智成就或藝術作品)以及「內容
版本」(作品的實現)，反映出心智或藝術概念上的內容。另一方面，
「載體版本」
(作品實現的具體形式)以及「單件」(呈現的某種方式)反映的是實體具體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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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實體（詳下圖）
：負責傳播、製造或維護保存此心智產物或是藝術成就(第
一組實體)的人物，其中包括人(個體)與合作團體(組織或是群體)。第二組實體與
第一組實體之間具有「責任關係」，下圖的架構顯示出，一項「作品」可能被一
個以上的「人或團體」所創造；相反的，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可能創造多個作品。
同樣的，一種「內容版本」可能被一個或一組以上的作者所實踐；一個或一組以
上的作者也可能實踐多種的「內容版本」。相同的，一種「載體版本」可能被一
組或一個以上的作者製作，而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可能製作出多種「載體版本」。
一個「單件」可能被一組或一個以上的人擁有，而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可能可以擁
有出多種「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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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實體（詳下圖）
：表現此心智產物或藝術成就主題的相關資訊，如：概念(主
題的摘要)、物件(實體的成品)、事件(行動)及地點(相關發生的地點)。下圖呈現
第三組實體與第一組實體中「作品」之間的「主題關係」。也顯示一個作品可能
會有多於一個以上的主題，如：概念、物件、事件、地點。反之，概念、物件、
事件、地點等也可能是多個作品的主題。同時，此架構圖也說明，「作品」與第
一組及二組實體之間的主題關係：一個作品可能是一個以上的作品、內容版本、
載體版本、物件、人或是團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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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比較研究法，以目前 FRBR 實際建置的系統個案，及研究計畫為研究對
象，進行 FRBR 應用在線上目錄之探討。比較研究法的四個主要研究步驟包括：
描述（description）、解釋（interpretation）、併排（juxtaposition）及比較
（comparison）
。研究對象，如下，包括四個國際間實際建置的系統與研究計畫：
1.
2.
3.
4.

AusLit Gateway（澳洲文學作品主題目錄）
Virtua（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RedLightGreen（圖書館聯合目錄）
OCLC（WorldCat 聯合目錄）

肆、

FRBR 在線上目錄應用的現況與內容

一、

FRBR 應用在線上目錄的背景

1.

AusLit Gateway
（1）
源起與研發單位：
本計畫是由八個澳洲大學與澳洲國家圖書館所組成的聯盟，為澳大利亞研究
委員會贊助，建立一個澳洲文學主題目錄（subject gateway）
。所有八個大學
先前皆已建置各種的澳洲文學傳記作品，包括：澳洲文學資料庫、作家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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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文學作品、澳洲兒童文學、西澳與南澳文學作品與劇本、早期澳洲
文學作品電子書等。這些資料包括紙本與電子型式與多樣性的資料庫，在提
供服務的過程中面臨諸多的問題與挑戰，例如：澳洲文學資料庫的軟體
（URICA）
，無法支援相關的互通協訂（如：Z39.50）
，資料庫結構也無法與
其他主要的資訊來源，如：國家目錄與國家書目資料庫等相容；許多資料庫
的是重複的作品內容。由於這些文學作品資源散佈各處，又面對匱乏的經費
支援，因此促成這些組織機構採取合作模式，以確保所有的澳洲文學資訊資
源，能夠由單一資訊入口提供描述與檢索，進而達到最佳的成本效益。

2.

3.

（2）

線上目錄的性質：主題目錄（Gateway）。

（3）

時間：1999-2002 年

（4）

網址：http://www.austlit.edu.au/

Virtua
（1）
源起與研發單位：
位於美國的圖書館自動化廠商 VTLS，於 2002 年宣佈 FRBR 建置，2004 年
宣佈完成 FRBR 產品。為全球第一個支援 FRBR 模型的商業性自動化廠商。
（2）

線上目錄的性質：編目模型、OPAC

（3）

時間：2002 年~

（4）

網址：http://www.vtls.com/Corporate/FRBR.shtml

RedLightGreen
（1）
源起與研發單位：
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RLG）提出以 FRBR 模型為基礎發展的 RedLightGreen
計畫，希望幫助學生找到感興趣領域中最重要的書與其他研究資料。RLG
認為 FRBR 的應用目前正處在一個進退維谷的處境(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一方面是被控制的資料，包括：MARC 與 FRBR 間的對照與分析，
發現只能支援使用者所感興趣之方面至某個有限的程度；RLG 聯合目錄本
身已有來自 300 個國家與 700 個圖書館，代表 4 千 2 百萬筆題名的 1 億 2
千 6 百萬筆書目記錄。因為各種的編目實務，此聯合目錄存在著它的優缺
點。另一方面是標的讀者群：大學生，他們在使用圖書館目錄面臨檢索結果
畫面雜亂、出現與他們所關注無關的資訊、版本與譯本方面的問題、期待能
夠在圖書館書架上，容易找到所需的資料等。因此，RLG 提出 RedLight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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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此進退維谷的因應策略，企圖重新展望圖書館目錄，使其成為大學生直
覺的線上研究工具，最終讓學生重回圖書館。

4.

（2）

線上目錄的性質：聯合目錄

（3）

時間：2003 年

（4）

網址：http://www.redlightgreen.com/

OCLC
（1）
源起與研發單位：
OCLC 有鑑於「作品」概念是現代目錄重要的構成要件，但學者們在定義「作
品」方面尚有許多模糊之處。FRBR 模型以功能的概念提出「作品」如何落
實在圖書館目錄，由此，呈現一種有價值的工具，用以辨識、描述及比較「作
品」
，本研究嘗試以 FRBR 模型來探索「作品」在 OCLC 聯合目錄「WorldCat」
的概念與特徵。
（2）

線上目錄的性質：聯合目錄

（3）

時間：1999-2002 年

（4）

網址：http://www.oclc.org/worldcat/

二、
1.

FRBR 應用在線上目錄的建置與研究內容

AusLit Gateway
（1）
目標：
以發展主題目錄（subject gateway）的方式，將來自八個已存在的書目與傳
記資料庫記錄合併，提供澳洲學生與研究者有單一入口處取用他們的澳洲文
學作品，重要的發展理念如下：
♦

提供單一檢索點，查詢紙本或電子型式的澳洲作家與文學作品。

♦
♦
♦

提供豐富的研究導向之資訊，而非只是一個目錄（catalogue）。
能夠展現所有作品的出版史，並脈絡化（contextualise）這些作品。
描繪出整個實體間（如：作者，組織機構，作品，地點，時間，主題，
背景，出版者）的豐富關係。

（2）

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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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書目引文的查詢，並發展超過三萬本全文作品，及超過四萬位澳洲作家
傳記與文學組織的資訊。
（3）
方法：
採用相關知識模型（包括：FRBR、INDECS、Harmoney 模型，及 Topic Maps）
為基礎建置。有關 FRBR 應用方面，主要著重於第一類實體（作品、內容版
本、載體版本、單件）的落實建置，並在此實體上加入以 ABC Harmony 及
INDECS 模型為基礎的「事件模型化」，包括：
♦
♦
♦

「作品」增加「創作」（creation）事件。
「內容版本」增加「體現」（realisation）事件。
「載體版本」增加「載體」（manifestation）事件。

此外，延展第二類實體（個人、合作團體），就「作者」與「組織機構」增
加下述屬性，並如下圖所展現：
♦
♦
♦
♦
♦
♦

作者與組織機構的生與死事件，及這些事件的日期與地點屬性。
得獎事件。
性別，國籍，self-claimed 文化資產屬性。
到達澳洲的事件，及相關日期屬性。
使手其他名字屬性(以瀏覽筆名或其他多重名字)。
檔案的持有者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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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果：
該計畫認為在落實 FRBR 模型的過程，已全部達成原來設定的目標。成果分
別包括：「主要成果」、「服務成果」及「經營成果」三方面：
「主要成果」包括：
♦

建立一個真正的合作架構：此架構不只是不同機構間，還包含過去不曾
一起工作的不同專業或資訊專業團隊，如：學術研究員、圖書館員、書
目員、程式設計師及服務開發者。

♦
♦
♦

同時發展堅實的資料模型、經營模型及這些模型的有效建置。
落實新且強有力的資料模型，並有著大量資料集作為有效性的測試。
同時混合所有過去與未來的作品於單一資料庫，並經由子集概觀（subset
views）的提供，成功地保留貢獻機構所建置的研究本體（research
identities）。

「服務成果」包括：
♦
♦

轉移超過 35 萬筆作品與 4 萬筆作家的記錄。
加入超過 4500 筆新的作家記錄，並更新 4500 筆已存在的作家記錄（如：
加入更豐富的傳記資料）

♦

加入超過 14000 筆新的作品記錄，及更新 28000 筆已存在的作品記錄
（如：加入更豐富的內容版本與載體版本之資訊）

♦

完成詳盡的工作人員線上手冊，提供 FRBR 應用與決策時更細緻的重
點。

♦

預計於 2001 年底前完成 2 萬筆全文作品上線。

「經營模型成果」包括：

2.

♦

達共識的經營模型：AustLit 為非營利性，但會以酌收每年訂購費方式
來支付核心的出版品成本，並由此攤還版稅給這八個提供資料的大學。
每位澳洲作家的基本資料是免費給公眾檢索利用，但更豐富的資料則只
限訂購者使用。

♦

達共識的法律協議：此協議是基於合作者提供永久、非獨有的許可給主
題目錄，能夠出版記錄並在付版稅前需先達到中心成本的平衡之準則。

♦

撰擇廠商：預計於 2002 年 1 月開始以訂購為基礎的檢索使用。

Virtua
（1）
目標：
VTLS 認為 FRBR 模型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導入，可以分別為圖書館館
員、終端使用者及圖書館館藏的整理與呈現分別帶來如下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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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圖書館館員的益處：
♦
♦
♦

提供更好的方式組織館藏。
編目作業更容易。
減少編目負擔：包括只需編目「作品」，所有「內容版本」皆在其下；
同樣地「內容版本」只需編目一次，所有「載體版本」皆在其下；「單
件」編目則與目前相同，但已簡化許多。

對終端使用者的益處：
♦
♦
♦
♦

館藏的聚集（collocation）
更容易找到資訊。
更容易看見單一作品的不同「內容版本」。
更容易發現所有的「載體版本」。

對圖書館館藏的益處：
♦

將館藏放置於「作品」或「內容版本」層次，而非只在「載體版本」層
次。

♦

較好了解相關作品或相關表達之間的關係。

（2）
資料內容：
將包括採用該自動化系統的圖書館書目資料庫內容與數量。
（3）
方法：
該計畫分別在「設計階段」與「建置階段」以不同方式進行如下：
設計階段：分別就五項關鍵提問進行考慮
1. 是不是要儲存 FRBR 記錄?
2. 要有一個純粹或是混合的 FRBRiaed 目錄?
3. 需要什麼樣的工具來支援編目?
4. 如何呈現 FRBR 記錄?
5. 使用者會喜歡什麼樣的特色?
建置階段：包括下述過程
1. 圖書館可以分開使用

2.

♦ 選擇建置 FRBR
♦ 選擇忽略 FRBR
♦ 選擇具有 FRBR 記錄與非 FRBR 記錄的混合式目錄
從一般的編目對照至 F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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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一筆記錄對照至三筆連結的記錄
♦ 起始的對照分別由 LC 與 VTLS 獨立完成
VTLS 持續產生範例，以展現 FRBR 在圖書館目錄的使用，包括：綜合
性範例，OPAC，超作品，藝術品範例，使用者要求的流通，編目流程
等．
圖書館採用 FRBR 的決策步驟：
♦
♦
♦
♦

閱讀 FRBR 文件
研究 FRBR 的落實對圖書館的可能益處
若有初步興趣，便可以開始進行 FRBR 計畫
執行 FRBR 分析計畫，以決定資料庫的記錄中，有多少百分比是好
的 FRBR 候選者

♦
♦
♦
♦
♦
♦

通常結果：5-18%範圍
決定建置 FRBR
安排 FRBR 編目訓練的時程
使用適當軟體程式，自動地轉換所選擇的記錄至 FRBR
檢查與修正自動化轉換作業
開放 FRBR 目錄給公眾

（4）
結果：
根據 Virtua 最新版本（Release 41.0）FRBR 建置的主要特色，包括：綜合性、
編目模組及流通模組，分別說明如下：
綜合性特色：
♦
♦
♦

FRBR 的「作品」、「內容版本」與「載體版本」等實體是分離的記錄。
FRBR 記錄能夠與非 FRBR 記錄共同存在於相同的資料庫內。
FRBR 的「作品」
、
「內容版本」與「載體版本」等層級的展現，可以擴
展成樹狀結構。

♦
♦

單行的樹狀是根據資料型式（如：音樂、語言等）展示呈現
可以支援 FRBR 層次從上至下，及由下到上（「載體版本」至「內容版
本」至「作品」）。

♦

可以執行「作品」
、
「內容版本」與「載體版本」的網頁統計功能與清單
報表。

編目模組的特色：
♦
♦
♦
♦

傳統的書目記錄能夠以批次或個別方式轉換成 FRBR 模型。
支援複本查核，及合併「作品」、「內容版本」與「載體版本」記錄。
以使用者定義的工作表單，協助易於建立 FRBR 記錄。
「作品」、「內容版本」與「載體版本」記錄之間的連結容易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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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單件」與館藏記錄會與「載體版本」記錄相關。
能夠摺疊「作品」
、
「內容版本」與「載體版本」記錄，成為一筆傳統的
MARC 記錄。

流通模組的特色：

3.

♦

能夠在混合的資料庫內，支援所有「單位」所附隨的流通功能至「載體
版本」記錄。

♦

能夠滿足「作品」與「內容版本」記錄層次的要求。

RedLightGreen
（1）
目標：
本計畫的最終目標是讓大學生重返圖書館，並以使用圖書館線上目錄為主要
的研究工具。換言之，RedLightGreen 希望提供給大學生，有用並具權威性
的研究資料，以突破目前圖書館目錄與網際網路的搜索引擎所能提供的服
務。因此，重要任務包括連結聯合目錄與大學生的關係、借助 FRBR 的概念
模型以降低聯合目錄查詢結果的版本數量，同時探討書目記錄該如何分類
（clustering）。
（2）
資料內容：
主要內容是 RLG 網路聯合目錄的 4 千 2 百萬(42 million)個題名，總計 1 億 2
千 6 百萬(126 million)筆書目記錄。
（3）
方法：
將 FRBR 第一組實體的四層次（作品、內容版本、載體版本及單件）簡化為
二個層次（作品與載體版本），以讓使用者更容易管理所查詢到的「作品」
集。
（4）
結果：
在題名的分類（群集）（cluster）方面，本計畫使用 FRBR 第
一組實體
的「作品」與「內容版本」落實於圖書館目錄。題名的分類，包含：版本、
譯本及改編（如：有聲讀物，影片－在 FRBR 是不同作品）。分類的演算規
則，是「主要作者」與「劃一題名」。主要的理念 是讓查詢結果減到最少
的群集（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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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版本方面，本計畫借用 FRBR「載體版本」的定義：藉此可以描述一套「單
件」的實體特徵，讓使用者去選擇一個適合他們需求的「載體版本」(FRBR
p.22)。此計畫中的版本應用於圖書館目錄，主要在強化引用資訊的構成（詳
下圖）。

「單件」方面的應用，則是希望讓使用者在圖書館能找到此單件，換言之，
能夠在書架上找到一個單件。本設計的理念是，大學生通常並不希望找到特
定某版本，以及大學生通常希望找到智性的內容(intellectual content)。因此，
在圖書館目錄查詢時，以「作品」與「內容版本」層次的運作產生檢索結果。
4.

OCLC
（1）
目標：
該研究計畫旨在以 FRBR 模型，探索「作品」(work)在 OCLC 聯合目錄
(WroldCat)的概念。由此預估 WorldCat 書目資料庫中，作品的數量，以及描
述這些作品的重要特徵。
（2）
資料內容：
WorldCat 書目資料庫共約 5000 萬筆記錄
（3）
方法：
以 FRBR 對「作品」與「載體版本」的概念，至 OCLC WorldCat 中取 1000
筆樣本書目記錄，並以此估算近 5000 萬筆記錄中，作品數量約是多少，及
他們的相關特徵為何。1000 筆樣本記錄係隨機抽出，含概的資料類型分別
是：85%書、5%連續性出版品、4%音槳表演與樂譜、3%投影媒體、2%地
圖，以及其他各種的形式，如：錄音帶、電腦檔案、二度空間圖形等。
在進行 Worldcat 記錄有關「作品」群組時，採用自動掃瞄與人工檢視兩種
方式。首先利用每筆樣本記錄的主要款目與題名欄位等重要資訊加作為演算
法，並至 WorldCat 掃瞄。例如：樣本記錄的作者「Smith, John Jacob」會被
配到可能的相關名字，諸如：「Smith, John」或「Smith, J.」。人工方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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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摘自題名的關鍵字，用來與題名或附註項欄位比較。
（4）
結果：
研究結果，1000 筆樣本記錄中（有效樣本 996 筆），共發現 8,698 筆相關記
錄。綜合性統計資訊如下：
♦
♦
♦
♦
♦

推估 WorldCat 共約存在 3200 萬筆的「作品」。
平均每一「作品」有 1.5 個「載體版本」；
78%的「作品」（約 2500 萬筆）只有單一「載體版本」
；
99%的「作品」少於 7 個「載體版本」；
1%的「作品」(約 30,000 筆)多於 20 個「載體版本」。

作品的類型，包括三種：
♦

「Elemental Work」
：一個「作品」只有單一「內容版本」
，及單一的「載
體版本」。例如：政府報告。

♦

「Simple Work」
：一個「作品」只有單一「內容版本」
，但有多重的「載
體版本」。例如：博士論文有紙本與微縮片等兩種「載體版本」。

♦

「Complex Work」
：一個「作品」具有多重的「內容版本」
，例如：教科
書的多重版本。此類型約佔整個 WorldCat 資料庫 6%
（約 200 萬筆作品）
。

本研究計畫並就 996 筆有效樣本記錄中，複雜的作品進行深度檢視與分析，
結果可以歸納出如下的六種類的內容版本：
♦

增加的作品（Augmented Works）
：如，插圖、序言等。可由 MARC 700
欄位識別。

♦

修訂的作品（Revised Works）：如，目前版本取代之前的版本，可由
MARC 250 欄位識別，約佔所有複雜作品的二分之一（約 200 萬筆作
品）。

♦

收集的作品（Collected/Selected Works）
：如，單一作者多種作品的組合。
可由 MARC 245 欄位識別。

♦

多種的譯本（Multiple Translations）
：如，不同語言的作品，可由 MARC
008 欄位識別，約佔所有複雜作品的四分之一。

♦

多種的內容版本形式（Multiple Forms of Expression）：以不同內容版本
形式呈現，如，文字、影像，聲音等。可由 MARC 記錄標示中的「類
型」與「書目的層次」識別。

♦

多種譯本與多種內容版本形式（Multiple Translations, Multiple Forms of
Expression）

相關研究發現，包括：
♦

FRBR 對於編目的理論與實務均顯示出重大的貢獻。理論面，FRBR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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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完整的書目架構，以定義書目記錄使用者關心的主要實體，並釐清這
些實體間的關係。實務面，FRBR 的實體與關係使其如同功能的概念，
建置在圖書館目錄，以改善書目記錄作為參考與編目工具的利用。而
FRBR 的主要貢獻是對作品的檢驗及其在圖書館目錄的角色，換言之，
傳統在目錄中對作品的處理，是界定作品於具體的形式，並提供實體關
係綱要，此研究報告則扭轉過去強調「單件」過於「作品」的目錄建構
之特徵典範。
♦

FRBR 應用在 WorldCat 展現圖書館目錄的幾項潛在益處。由樣本資料
顯示，應用 FRBR 的任務只需專注於相當少量複雜的作品（約佔所有作
品 20%），即可讓整個資料庫發揮最大效益。

♦

對於原始編目與抄錄編目作業，FRBR 可以作為降低成本與提升品質的
工具，甚至可以實現合作編目的經濟規模性。

♦

FRBR 模型是個實體間富含關係的模型，相當有助於書目記錄的複本清
除任務。

♦

該實驗系統雛型，清楚呈現出如何達到查詢(find)、識別(identify)、選擇
(select)、獲得(obtain)等功能。

伍、

FRBR 應用在線上目錄之比較

一、

併排
比較個案

比 較
項目

AusLit

Virtua

RedLightGreen

FRBRized
WorldCat
美國

國家

澳洲

美國

美國

組織
機構

8 個大學及澳洲國家圖
書館組成的聯盟

VTLS
（圖書館自動
化廠商）

RLG
（研究圖書館組織）

OCLC
（聯機電腦圖書
館中心）

時間

1999-2002

2002（建置）
2004（產品）

2003~

2001~2002

目標

♦

8 個資料庫合併，
提供單一入口查
詢點

將 FRBR 模型落 讓大學生重回圖書館
實在圖書館自
使用目錄
動化系統

♦

提供研究導向的
資訊；而非只於提
供目錄

“作品”在聯合目
錄的概念探索．包
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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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重要特徵

比較個案
比 較
項目

性質

AusLit
♦

呈現出版品的脈
絡

♦

呈現實體間豐富
的關係

主題目錄

Virtua

聯合目錄

5000 萬筆書目記
錄

3 萬筆全文作品、
4 萬筆作者傳記，及文
學組織資訊

視每個建置的
圖書館書目記
錄，而有不同

方法/
作法

♦

♦

INDECS,
Harmony, Topic
Maps）
♦

結果

♦

延申 FRBR 的應用

完成達成當初設定的
目標．也是最早建置
FRBR 的個案

FRBR 第一類(W, E, M, I)
應用 第二類(Agent)
範疇

FRBRized
WorldCat

圖書館自動化
聯合目錄
系統（編目模組, （對象：大學生）
線上目錄）

資料
內容

採用相關的知識
模型（FRBR,

RedLightGreen

4200 萬筆題名
12600 萬筆書目記錄

借用 FRBR 精神，區
設計時提
出 5 項關鍵 分不同重點，包括：
問題
題名分類，版本，單
件等，而有不同運算
提出圖書
館建置
規則形成相關的書目
FRBR 時的 記錄與結果呈現畫
任務清單
面．

♦

圖書館可
以選擇採
用或不採
用 FRBR

♦

持續產生
範例

（對象：館員）

取 1000 筆書目記
錄為樣本

可以為圖書館
降低查詢結果螢幕上
及使用者帶來
的版本數量
許多具經濟效
益及效率的好
處．也是第一個
落實 FRBR 的自
動化廠商

FRBR 應用於
WorldCat 主要益
處：只需專注於少
量複雜作品，即可
達到整個書目資
料庫事半功倍之
效

第一類實體

第一類(W,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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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實體，並將四
層客製化為三層，其
中第一與二層結合為

比較個案
比 較
項目

AusLit

Virtua

分析

FRBRized
WorldCat

一

FRBR ♦
應用 ♦
的角
度/面
向
網址

RedLightGreen

FRBR 化/延展
從研究型使用者
的視野與需求設
計

FRBR 實現

http://www.austlit.edu.a
u/

♦

有 FRBR 特徵，
但非 FRBR 化

♦

考量大學生使用
線上目錄的需求
而設計

♦

OPAC－cluster

FRBR 化

http://www.redlightgre
en.com/

http://www.vtls.com/Corporate/FRBR.shtml

二、

比較分析
目前 FRBR 應用於線上目錄的建置個案與研究計畫，經本文上述描述與併
排，可以分析如下的特色：
1.

就 FRBR 建置於線上目錄的國家別，以美國地區較為熱衷，並居領導地位。

2.

建置的機構多為大型的組織或聯盟（包括：大學、國家圖書館、自動化廠商、
圖書館組織學會、圖書館服務與研究中心等），並多有外來的經費贊助。

3.

自 1998 年 FRBR 公佈後，每年皆有建置與研究計畫持續進行（1999~2004）
，
且開始進入經營模式（如：AusLit）與產品化（Virtua）階段顯示此模型正
不斷持續地影響著圖書館的線上目錄的研究與發展。

4.

建置與研究的目標相當多樣性，包括將 FRBR 落實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開
始突破傳統靜態的目錄呈現，著重書目資料內豐富脈絡資訊的顯性化。

5.

線上目錄的性質包括：主題目錄（subject gateway）
、書目資料庫、線上公共
目錄、聯合目錄等類型。

6.

通常資料量相當龐大（如：RedLightGreen 具備 1 億 2 千 6 百萬筆書目記錄）
，
以達到 FRBR 分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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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置的方式，包括「FRBRized」
（成為 FRBR）及「FRBRish」
（有 FRBR 特
徵）兩種類型。前者通常嚴格遵守 FRBR 公佈的各實體定義與規則，希望將
FRBR 模型從理論帶至實務建置，如：Virtua 個案與 OCLC 個案；後者則是
借用 FRBR 規範的實體，節取所需並適當地結合其他模型或實體，以符合建
置的目標，如：RedLightGreen 個案。

8.

建置與研究結果，所有個案皆認為 FRBR 可以為大型書目資料庫帶來事半功
倍的整理效益。但在實際落實的過程，如何自動化區分出第一組的「作品」、
「內容版本」
、
「載體版本」及「單件」
，涉及演算法與目前 MARC 格式內容，
是目前較具挑戰的問題。

陸、

研究發現

一、最需要 FRBR 導入者：資料量大的書目資料庫(相對的關係多，需要更結構
化地分類；同時書目之間的脈絡也較豐富)。
二、FRBR 在線上目錄的潛在應用與益處：
1. 書目記錄從扁平式成為立體式層次。
2. 被多數落實者肯定可以降低目前書目記錄產生與維護的成本效益。
3. 落實應用方面，不限傳統的圖書館目錄．在數位圖書館環境，可以借 FRBR
精神於不同特質的資料類型，及不同功能面向(如：RLG 個案)。
三、FRBR 代表圖書館社群一種模型化(modeling)的發展趨勢。
四、目前 FRBR 模型尚未被全面性實驗，應用與建置．如：第三類實體(Concept,
Object, Event, Place)，每類項下的屬性測試與評估，使用者任務，三類之間
間的關係等。

柒、

結論與建議

一、FRBR 是由圖書館界發展的概念模型，與書目資料庫的關係緊密。
二、FRBR 是順應研究典範移轉的產物(回歸本體論與認識論)，預期不久的未
來，不同模型間的交流，互通與整合會越來越頻繁。
三、FRBR 仍有極大的探索與研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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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FRBR 的落實方向，重點與方式無須受囿傳統圖書館學的規則，可以多樣性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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