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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從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市場趨勢談起
次世代館藏查詢系統
與社群網站整合的加值應用服務
更多的加值應用服務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開放與整合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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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市場趨勢

http://www.libraryjournal.com/index.asp
?layout=article&articleID=CA6645868   

http://www.libraryjournal.com/index.asp?layout=article&articleID=CA664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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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暴下的圖書館自動化業界

軟體服務模式激增(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專屬軟體廠商釋出應用程式界面(API)與資料取
用模型(data access models)
從傳統自動化系統模組獲得的利潤減少，逐漸
依賴來自資料發現(discovery)等附加產品
圖書館盡可能延遲轉換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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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型圖書館的自動化系統方向

公共圖書館：因經費限制，走向軟體服務模式
或聯盟模式
學術圖書館：走向電子資源的取用

Link Resolver, Federated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 Management

學校圖書館：走向聯盟模式與開放原始碼軟體
專門圖書館：走向知識管理與社會網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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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界的開放

期待有更多開放軟體或模組
開放原始碼的自動化系統

Koha (LibLime), Evergreen (Equinox Software), 
OPALS

透過 APIs 擴充專屬系統
Ex Libris: Open Platform Program + EL Commons
Innovative: Encore xQuery API (S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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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使用者介面

次世代OPAC
AquaBrowser, Encore, Primo, and WorldCat Local 
VUFind (open source, Villanova University)
Ex Libris Primo
EBSCO Discovery Service

界面特性
取用圖書館所有資源包含圖書、文章層級之電子期
刊、本地管理的典藏庫或數位館藏
相關性回饋
允許使用者標記、評分、撰寫書評
層面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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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代館藏檢索系統
OPAC 2.0



Library 2.0 告訴我們的事

http://www.flickr.com/photos/bonaria/11322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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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C 2.0應有的功能
採用相關性排序(Ranking)，給予出現在詮釋資
料重要欄位的關鍵字較高的權重
採用相關性回饋(Relevance Feedback)機制，
根據符合檢索需求的資訊進一步限縮資料檢索
範圍(more like this)
將使用者想看到的詮釋資料顯示在簡目表列
依照層面(Facet)進行檢索，提供最能讓使用者
判斷資料相關性的層面
容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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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C 2.0應有的功能 (續)
加入整合檢索功能
鼓勵使用者貢獻內容
檢索

簡易的關鍵字查詢
拼字檢查
自動拼字更正
純瀏覽
全文檢索

結果顯示與導覽
相關性排序
分群或層面導覽

豐富的內容與推薦表列
書封
書評
內容一覽、註解
內容摘錄
目次
新進館藏、熱門館藏、推
薦清單
相似館藏 (“more lik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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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C 2.0應有的功能 (續)
使用者個人化

自動登入
檢索歷史
近期活動
個人清單
個人網頁
個人電子郵件通知
個人化推薦

使用者參與
評比與書評
迴響
標記(Tag)
討論區、讀書會

其他
RSS
部落格
可下載之電子媒體
即時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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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son Library 
(Plymouth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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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son Library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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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son Library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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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eca in Phoenix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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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aBrowser in Queens Library

呈現關聯詞、拼字變化形、同義詞或翻譯等三種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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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pac 2.0 in 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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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pac 2.0 in 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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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關鍵字

臺師大

清大

交大

國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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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整合

http://www.bc.edu/supersleuth

http://www.lib.washington.edu/

http://www.bc.edu/supersleuth
http://www.lib.washingto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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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整合 (續)
EzProxy



Ex Libris Pr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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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 Discover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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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本地與遠端資源、以讀者為
中心、一網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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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rimoapac01.hosted.exlibrisgroup.com/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dscnt=1&dstmp=1294795315174&vid=UB&fromLogin=true
http://primoapac01.hosted.exlibrisgroup.com/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dscnt=1&dstmp=1294795315174&vid=UB&fromLogi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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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群網站整合的加值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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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噗

http://www.plurk.com/ntnu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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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可運用RSS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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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生命裡的虛擬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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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加值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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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的圖書館 – 台東大學

讀者離館刷卡 (一般的條碼，
不需做任何改變) 

如果有7天內到期
或預約書已回館，則會出現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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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N自動訊息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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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in i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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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Guide (主題資源指引)

http://guides.lib.washington.edu/biology

http://guides.lib.washington.edu/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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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與圖書館空間導覽
http://nuslibrary.appspot.com/#

http://nuslibrary.appspot.com/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開放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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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2.0 告訴我們的事

http://www.flickr.com/photos/bonaria/11322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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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大的客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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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介購系統
期刊裝訂系統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四校離校系統
架位圖結合
新書通報 RSS 系統與後端管理
與校園其他系統的介接程序
IEToolBar
客製化報表



在交大的客製化報表

借閱與預約統計
年度圖書預算執行統計總表
超支通知單
國科會人社圖書計畫購書清單
期刊登錄報表
圖書移送清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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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ARC
報表的事一切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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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
Database

ALEPH 
Database

ARC Tables

ALEPH Data

ALEPH Tables

The ARC takes periodic “Snap 
Shots”

of the ALEPH 500™
set of tables and arranges them into a 

completely separate database.



如果你想DIY

IE Tool Bar
WebOPAC 社群分享功能
Aleph in i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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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Commons: 全球的館員和你一起打拼



如果你想DIY (續)

Aleph + Amazon or 博客來 (交大)
mOPAC (交大)
QR-Code (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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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lib.nctu.edu.tw/
http://m.lib.nctu.edu.tw/


即使不在MetaLib，SFX還是
很開心

師大的整合查詢系統

Google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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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開放與整合的要件
架構於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完整的 Web Service 或 API
有力的支援廠商
全球的開放資源
你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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