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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案概述 

一、專案名稱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貴館）辦理「古書契、府城研究

資料庫建置暨研究資源內容管理系統功能新增資訊服務採購案」

（以下簡稱本案或本專案），案號：1060331。 

二、專案目標 

(一)依據貴館現有研究資源內容管理系統架構，規劃新增行動式載具

上傳文件資訊之功能。 

(二)調校貴館現有研究資源內容管理系統效能與新增、修改架構之功

能。 

(三)依本專案指定之貴館主題性資源的特性分別建立可供檢索、搜尋

之資料庫（含管理），並與貴館研究資源內容管理系統建立資料交

換機制，以提供不同使用族群參考利用。 

(四)提供包括貴館現有主題資料庫之跨資料庫搜尋機制。 

(五)規劃未來貴館協作平臺與本館主題資料庫 API 自動化介接功能。 

三、專案期程 

(一)本專案自決標日（106 年 4 月 27 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止，

完成全案系統。 

(二)系統保固：本案自驗收合格日起，由本團隊提供 2 年保固及維運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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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設計說明 

一、 臺南文史研究資料庫前臺系統設計 

（一）、前臺網站架構 

 

 

圖 1：臺南文史研究資料庫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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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臺功能列表 

除上述網站架構外，本團隊活用以往建置資料庫以及數位典藏加值運用的

豐富經驗，提出兼具深度及創新概念的最佳方案。綜合本案需求之研究資源管

理系統，重要功能範圍說明如下： 

表 1：臺南文史研究資料庫系統功能列表 

項次 功能列表 功能說明 

A 每頁固定項目 

A-1 網站標題 

A-2 副導覽列(網站頂端資訊導覽列) 

A-2-1 關於本站 點選會連結至 G 關於本站詳目頁。 

A-2-2 操作說明 點擊後另開分頁下載使用手冊。 

A-2-3 聯絡我們 提供使用者聯絡系統管理者。 

A-2-4 問題回報 提供使用者回報問題。 

A-2-6 頁首會員專區 
介接文化部會員系統 API 提供系統會員登入及登出機

制。 

A-2-7 會員專區 
提供系統會員登入後，進入個人功能模組，檢視收藏資

料夾、搜尋足跡等等。 

A-3 主導覽列 

A-3-1 首頁 點擊後回首頁 

A-3-2 整合檢索 點擊後搜尋全站資料，預設以一般檢視顯示。 

A-3-3 主題瀏覽 
點擊後進入主題瀏覽，呈現全站書刊資料之期刊名稱與

卷期，即包含書刊名及其卷期之索引。 

A-3-4 

臺南研究田野

熱點(地圖視覺

化) 

呈現臺南研究田野調查熱點分布。可依照時間調整，呈

現歷年研究主題變化，並可以點選搜尋。 

A-4 簡易搜尋  

A-4-1 
搜尋框全文檢

索 

使用者可於搜尋框中輸入關鍵字，按鍵盤 enter 或是搜

尋按鈕進行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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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功能列表 功能說明 

A-4-2 布林邏輯 

支援多組關鍵字配合布林檢索原則的輸入方式，同樣在

輸入框中輸入關鍵字與布林運算組合，即開始進行搜

尋。 

A-4-3 同義詞搜尋 搜尋人名或地名時，支援同義詞檢索。 

A-5 進階搜尋 

A-5-1 進階搜尋框 

提供進階查詢模式，可依據所有進階選項再行縮小查詢

範圍，將各欄位之輸入值組成 and 集合，進行交叉查

詢。 

A-5-2 搜尋按鈕 針對進階搜尋框中之輸入值於指定欄位搜尋。 

A-6 (網站底部)聯絡資訊 

  

A-6-1 文化部、臺史博 LOGO 連結 點選連結至文化

部、臺史博官網   

A-6-2 相關規範 網路安全政策、隱私權宣告、版權聲

明   

A-6-3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著作權聲明 Copyright © All 

rights reserved. 

傳真：06-356-8895 

最佳瀏覽狀態：螢幕解析度 1280x720 

B  首頁 

B-1 整合檢索 

  

包含本站亮點功能之連結：地理位置總覽、時間軸總

覽、主題瀏覽。使用者點擊後可分別進入整合檢索結果

之空間檢視、時間檢視、主題瀏覽頁面。 

B-2 精選推薦 

  呈現圖檔與詮釋資料。以輪播的方式呈現。 

B-3 熱門關鍵字 

  

呈現近 1 個月 8 組熱門關鍵字。 

於搜尋框下方呈現。 

以標籤形式呈現。 

以臺史博提供之 5 組關鍵字為固定出現關鍵字。 

B-4 資料庫介紹 

  提供資料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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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功能列表 功能說明 

C 整合檢索 

C-1 路徑列 

  
麵包屑，紀錄使用者的路徑，點選上一層可回到上一

層。 

C-2 檢索詞與資料筆數。 

  

放大鏡圖示為裝飾用。顯示檢索詞與資料筆數。 

檢索詞的部分，在搜尋後，空一格增列於後。例如: 

「南 共 1323 筆」、「南 鄭 共 251 筆」 

C-3 再搜尋框 

  點擊後，針對右方檢索結果再搜尋。 

C-4 檢索結果切換工具 (詳見二、網站規劃) 

C-4-1 一般檢視 
點擊後，右方檢索結果以列表顯示，使用者可進一步切

換「圖文顯示」或「列表顯示」，預設為「列表顯示」。 

C-4-2 時間檢視 
點擊後，右方檢索結果以時間軸顯示。 

時間起訖：西元 1870 年-2000 年 

C-4-3 空間檢視 點擊後，右方檢索結果以空間顯示。 

C-4-4 詞頻分析 

點擊後，右方檢索結果以列表顯示，使用者可進一步切

換「圖文顯示」或「列表顯示」。左方後分類可篩選人

名、地名。 

C-5 後分類  

  

此篩選功能於 C-4-1 一般檢視、C-4-2 時間軸檢視、C-4-

3 空間檢視顯示 

分類項目清單依名稱排列(相同開頭的排在一起)，歷史

分期依照年代先後排序，可跨類別複選，同分類下複選

的條件取聯集(OR)；篩選條件與檢索關鍵詞間取交集

(AND)。 

C-6 搜尋足跡 

  
篩選功能下方亦規劃提供「搜尋足跡」，記錄最近 5 次

使用者的關鍵字搜尋紀錄。 

C-7 熱門查詢 

  
呈現近 1 個月之 8 組熱門關鍵字。點擊後搜尋該組關鍵

字，並呈現於列表，覆蓋原始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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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功能列表 功能說明 

D 詳目頁 

D-1 路徑列 

  
麵包屑，紀錄使用者的路徑，點選上一層可回到上一

層。 

D-2 標題列 

  抓取題名 

D-3 詮釋資料 

D-3-1 欄位 

依據 Dublin Core 提供詮釋資料。詳見〈伍、系統欄位

分析說明〉。座標欄位之資訊將同步更新 GIS 圖檔資

料。GIS 上用紅色標示地點。 

關鍵字欄位內容點擊後對全站進行全文檢索搜尋該關鍵

字。 

管理權欄位前臺不顯示 

D-4 圖像檢視區 

  

於 D-4 可檢視原始書籍之排版 jpg 檔。預設圖片並排，

點擊圖片後放大 300%顯示。 

禁止右鍵另存或下載。 

D-4-2  匯出全文按鈕 並可按 D-4-2 匯出全文按鈕，匯出全文 PDF 檔。 

D-5 GIS 地圖區 

D-5-1 移動路線 
移動路線之資料不可匯回研究資源管理系統，指移動之

路線。 

D-5-2 指涉地點 
指涉地點之資料可匯回研究資源管理系統，指靜態之地

點。 

D-7 回上一頁按鈕 

  原「回搜尋列表」，讓使用者回上一層。 

D-8 社群分享區 

  
使用者點擊後連結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分享功

能。 

G 主題瀏覽頁 

  
呈現全站書刊資料之期刊名稱與卷期，即包含書刊名及

其合集名之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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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功能列表 功能說明 

H  主題地圖                          

  
田野熱點具 GIS 疊圖功能，搭配 GIS 疊圖透明度調整。

熱點以圖像 icon 標示地理定位。 

I 會員專區  

I-1 

個人收藏夾 

1. 可儲存使用者的搜尋紀錄。每筆紀錄皆為搜尋條件。

點擊後進行全站搜尋，預設為空間檢視，顯示 GIS 圖檔

等資料，使用者可繼續匯出使用。 

2. 新增資料夾 

3. 修改資料夾名稱 

4. 刪除資料夾 

I-2 
檢索歷史 

結合以文化部會員系統 API，可儲存使用者的搜尋紀

錄。 

J 圖像影音授權 

待確認授權方式： 

A. 介接研究資源管理系統之授權流程 

B. 呈現靜態典藏網典藏編號，加註「若需授權請洽典

藏網」。 

C. 同古書契(發一封 email 通知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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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站規劃 

A 每頁固定項目 

 
圖 2：每頁固定項目使用者介面 

A-1 網站標題 

A-2 副導覽列(網站頂端資訊導覽列) 

A-2-1 關於本站 

點選會連結至關於本站詳目頁。 

A-2-2 操作說明 

點擊後另開分頁下載使用手冊。 

 
圖 3：操作說明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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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聯絡我們 

提供使用者聯絡系統管理者。 

A-2-4 問題回報 

提供使用者向系統管理員回報系統問題之途徑。 

點選該按鈕，系統跳出視窗供使用者回報問題，其功能模組包含： 

1. 系統畫面自動截圖工具 

2. 回報類型選單：包括 4 個子選項：資料問題、系統問題、使用問題、建議

回饋。 

3. 回報描述輸入框：輸入文字填寫問題描述。 

4. 送出按鈕：點選送出按鈕，即可送出問題。若使用者無選擇「回報類型」

和「回報描述」，系統會跳出警示語。成功送出後將問題回報於系統管理

者：cyjhen@nmth.gov.tw。 

 
圖 4：問題回報使用者介面 

A-2-6 頁首會員專區 

透過介接文化部會員系統 API，提供使用者進入文化部會員系統，並以文化

部會員身分使用本系統個人化功能。 

使用者註冊會員後，輸入帳號密碼與驗證碼，即可登入，進入本系統會員專

區頁。 

mailto:cyjhen@nmth.gov.tw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系統需求規範書 

古書契、府城研究資料庫建置暨研究資源內容管理系統功能新增資訊服務採購案 
 

10                 [藍星球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圖 5：進入文化部會員系統頁面 

A-2-7 會員專區 

登入前為登入 icon：點擊後進入文化部會員系統登入畫面。填寫登入資訊後，

導回本系統，進入個人功能模組。可檢視收藏資料夾、搜尋足跡等等。 

登入後為登出 icon：點擊後登出，切換回登入 icon。 

 
圖 6：會員登入流程頁面切換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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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主導覽列 

提供使用者使用本系統主要功能及快速進入其頁面。 

 
圖 6：主導覽列使用者操作介面 

A-3-1 首頁 

點擊後回首頁 

A-3-2 整合檢索 

點擊後搜尋全站資料，預設以一般檢視顯示。 

A-3-3 主題瀏覽 

點擊後進入主題瀏覽，呈現全站書刊資料之期刊名稱與卷期，即包含書刊名

及其卷期之索引。 

A-3-4 臺南研究田野熱點(地圖視覺化) 

1. 臺南研究田野調查熱點：依據《臺南文化》、《南瀛文獻》等研究主題內容，

挑出文章提及的地名、地區關鍵字，可依照時間調整，呈現歷年研究主題變

化，並可以點選搜尋。 

2. 挑選之關鍵字（標籤）與分項可於後臺編輯調整。 

A-4 簡易搜尋 

 
圖 7：簡易搜尋框 

使用者於搜尋框中輸入關鍵字，按鍵盤 Enter 或是搜尋按鈕後，進行搜尋全

欄位全文檢索。簡易搜尋功能支元布林檢索、同義詞檢索、模糊搜尋與精確查詢

切換。 

於簡易搜尋進行多組關鍵字搜尋，需配合布林檢索原則的輸入方式設定搜尋

條件。布林檢索原則輸入方式如下： 

- And 的輸入方式為：空格 或 + 或 AND 或 & 

- Or 的輸入方式為：/ 或 OR 

- Not 的輸入方式為：- 或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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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之同義詞檢索，依照機關提供之文件《同義詞檢索表單集 bt0929》建

立同義詞權威檔。其中包含以下轉換：峰=峯、黃典權=陳慧兒=啼痕。搭配全文

檢索，可符合以下需求，並透過以下方式進一步篩選搜尋結果： 

需求 1： 

希望搜尋〈林爽文事變中之義民〉創作者：陳慧兒；創作者本名：黃典權。

於進階搜尋創作者欄輸入：啼痕，也會出現〈林爽文事變中之義民〉。可避免記

錯別名的情況。 

需求 2： 

希望搜尋〈林爽文事變中之義民〉創作者：陳慧兒；創作者本名：黃典權。

於進階搜尋創作者欄輸入：陳慧兒，會出現〈林爽文事變中之義民〉，和其他。

創作者為：「啼痕」的資料。這時候可以透過後分類篩出「陳慧兒」的資料。 

需求 3： 

點擊主導覽列的資料整合查詢，搜尋全部資料的話，黃典權、陳慧兒、啼痕

的資料皆會顯示，可直接於後分類單選或多選創作者，進行篩選。後分類預設顯

示 10 筆，點擊「顯示更多」才再展開 10 筆。 

欲模糊搜尋與精確查詢功能，首先需於搜尋框右方選單切換模糊搜尋與精確

查詢。輸入搜尋內容後，按鍵盤 Enter 或是搜尋按鈕。 

 
圖 8：簡易搜尋框 

A-5 進階搜尋 

進階搜尋與後分類皆具篩選功能，兩者之比較請見 C-5 後分類之進階搜尋項

目與後分類項目比較表格。 

A-5-1 進階搜尋框 

提供進階查詢模式，可依據所有進階選項再行縮小查詢範圍，將各欄位之輸

入值組成 and 集合，進行交叉查詢。 

包含:  

1. 出版日期區間：於日期輸入框分別設定起訖時間 

2. 題名：使用者輸入搜尋詞，系統於「題名」欄位內容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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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者：使用者輸入搜尋詞，系統於「創作者」、「創作者本名」欄位內容

搜尋。  

4. 出版者：使用者輸入搜尋詞，系統於「出版者」系列欄位內容搜尋。 

5. 關鍵字：使用者輸入搜尋詞，系統於「關鍵字詞、地名關鍵字、人名關

鍵字」欄位內容搜尋。 

6. 全文內容：使用者輸入搜尋詞，系統於「全文逐字稿」欄位內容搜尋。 

7. 叢集名：使用者輸入搜尋詞，系統於「關聯-叢集名」欄位內容搜尋。可

一次搜尋書刊名及卷期資訊。 

8. 涵蓋範圍：使用者輸入搜尋詞，系統於「涵蓋範圍」欄位搜尋，包含：

指涉地點到空間變化。 

A-5-2 搜尋按鈕 

針對進階搜尋框中之輸入值於指定欄位搜尋。 

A-6(網站底部)聯絡資訊 

提供使用者本站相關資訊與文化部官方網站之連結。項目包含以下： 

1. 文化部、台史博 LOGO 連結 點選連結至文化部、台史博官網   

2. 相關規範 網路安全政策、隱私權宣告、版權聲明   

3.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著作權聲明 Copyright © All rights reserved. 

4. 電話：06-356-8889 傳真：06-356-8895 

5. 最佳瀏覽狀態：螢幕解析度 1280x720 

B 首頁 

B-1 整合檢索 

本區介紹本站資料呈現方面之亮點功能。 

B-1-1 地理位置總覽 

使用者點選後，以 GIS 地圖方式呈現全站資料之搜尋結果。功能同點選「A-

3-2 整合檢索」後使用「C-4-3 空間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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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時間軸總覽 

使用者點選後，以時間軸大事紀方式呈現全站資料之搜尋結果。功能同功能

同點選「A-3-2 整合檢索」後使用「C-4-2 時間檢視」。 

B-1-3 主題瀏覽 

提供使用者點擊後可以主題分類檢索全站之所有資料。功能同「A-3-3 主題

瀏覽」。 

 
圖 9：整合檢索操作路徑 

B-2 精選推薦 

依貴館指定內容呈現精選推薦。內容包含圖檔與詮釋資料，詮釋資料包含：

題名、創作者、西元年代、書刊名。預設 10 組推薦以輪播的方式呈現。 

 

B-3 熱門關鍵字 

提供使用者檢視近期系統熱門關鍵字，呈現近 1 個月 5 組熱門關鍵字。或依

貴館行銷推廣需求指定關鍵字。 

熱門關鍵字以標籤形式呈現，並於搜尋框下方呈現。 

 
圖 10：熱門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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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資料庫介紹 

提供使用者本系統簡介。靜態文字，簡介資料庫之特色及價值。由機關提供

文稿。 

C 整合檢索 

C-1 路徑列 

即「麵包屑」功能。記錄使用者檢索路徑，並提供連結，點選可回到上一層。 

C-2 檢索詞與資料筆數。 

放大鏡圖示為裝飾用。顯示檢索詞與資料筆數。 

檢索詞的部分，在搜尋後，空一格增列於後。例如: 「南 共 1323 筆」、「南 

鄭 共 251 筆」 

C-3 再搜尋框 

點擊後，針對右方搜尋結果再搜尋。提供使用者針對當前搜尋結果再次進行

簡易搜尋，縮小資料筆數。 

 
圖 11：再搜尋功能 

C-4 檢索結果切換工具 

 
圖 12：檢索結果切換工具 

項次 功能列表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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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1 一般檢視 檢索結果順序排列：單件合集。可點選整

個區塊，另開分頁進入詳目頁。 

功能包含： 

1. 勾選工具及顯示筆數 

2. 排序工具 

3. 一般檢視列印工具 

4. 一般檢視匯出工具（含書目匯出模組） 

5. 一般檢視收藏工具 

6. 授權申請工具 

7. 跳頁工具 

C-4-2 時間檢視 點選左側分頁頁籤「時間軸檢視」時，下方

後分類篩選器不變，唯右側時間軸會根據檢

索關鍵字詞自動跳轉相應年代資訊 

功能包含： 

1. 檢索結果時間軸區間設定橫向拉 bar 

2. 時間軸長條圖 

3. 時間檢視列印、匯出工具 

C-4-3 空間檢視 點選左側分頁頁籤「空間檢視」時，下方後

分類篩選器不變，唯右側地圖會根據檢索關

鍵字詞帶出相應資訊 

功能包含： 

1. 空間檢視地圖 

2. 各地區結果列表 

3. 空間檢視列印匯出工具 

C-4-4 詞頻分析 可單選人名或地名搜尋。點擊後，右方檢索

結果以列表顯示。 

 

C-4-1 一般檢視 

點擊後，右方檢索結果以列表顯示，使用者可進一步切換「圖文顯示」或「列

表顯示」，預設為「列表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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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搜尋結果列表頁一般檢視 

檢索結果順序排列：單件合集。可點選整個區塊，另開分頁進入詳目頁。 

功能包含： 

1. 勾選工具及顯示筆數 

2. 排序工具 

3. 一般檢視列印工具 

4. 一般檢視匯出工具（含書目匯出模組） 

5. 一般檢視收藏工具 

6. 授權申請工具 

7. 跳頁工具 

C-4-1-1 勾選工具及顯示筆數 

點擊顯示筆數，展開下拉式選單，可選擇一次顯示： 10/30/50 筆資料。 

勾選列表頂端之選取框，可全選列表中所有資料。 

勾選列表中藏品之專屬選取框，可選取單筆資料。 

C-4-1-2 排序工具 

點擊顯示筆數，展開下拉式選單，可選擇：依出版日期(遞增)/依出版日期(遞

減)/依作者姓名/依相關度。 

C-4-1-3 一般檢視列印工具 

點擊後，建立 PDF 檔，列印當前網頁列表內容，但僅提供詮釋資料，不提

供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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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一般檢視列印工具 

C-4-1-4 一般檢視匯出工具（含書目匯出模組） 

點擊後，匯出一般檢索之 excel 列表或書目匯出檔案。 

欲包含所有欄位，可選 EXCEL、ODS 格式匯出當前網頁列表內容。礙於版

權問題，匯出資料不含縮圖。使用者若有跨頁匯出資料之需求時，需利用加入收

藏的功能，將所需的資料先加入收藏後，於會員專區收藏夾一次匯出或列印全部

資料，每一資料夾收藏上限為 200 筆。 

欲匯出參考書目資料，使用者首先需勾選資料，而後按匯出工具 icon，選擇

書目匯出格式。可匯出之格式包含： 

1. EndNote 

2. RefWorks (RIS format) 

3. BibTeX 

4. 參考書目格式（txt 檔）。 

C-4-1-5 一般檢視收藏工具 

登入後點選可將勾選之項目加入收藏。 

點選收藏工具後跳出「加入收藏」彈跳視窗，可選擇以建立之資料夾。頁面

包含收藏夾選單、加入按鈕、「點我新增」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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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一般檢視收藏工具 

點選「點我新增」，跳出輸入框、新增按鈕、點我收起，可填寫欲新建之資

料夾名稱。 

按新增後建立新資料夾，並跳出「成功新增收藏夾」的訊息，按確定後，選

擇收藏夾選單可選擇新增之資料夾。 

按加入按鈕後，跳出「成功新增收藏」的訊息，按確定後，自動彈跳視窗。 

未登入時，跳出「請登入會員以繼續使用功能」的警告訊息。 

 
圖 16：一般檢視收藏工具 

C-4-1-6 授權申請工具 

點選後跳出彈跳視窗申請單頁面，供使用者填寫申請資料。資料下方為申請

項目清單，列出資料題名。使用者於「輸入框」輸入完資訊後，按下「送出」按

鈕，系統寄信給系統管理者。未來可介接研究資源管理系統之數位物件授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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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圖像授權申請介面 

 

C-4-1-7 跳頁工具 

切換一般檢視搜尋結果的頁數。 

 

C-4-2 時間檢視 

 

圖 18：時間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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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 C-4 檢索結果切換工具後，右方檢索結果以時間軸顯示。 

時間起訖：西元 1870 年-2000 年 

點選左側分頁頁籤「時間軸檢視」時，下方後分類篩選器不變，唯右側時間

軸會根據檢索關鍵字詞自動跳轉相應年代資訊 

功能包含： 

1. 檢索結果時間軸區間設定橫向拉 bar 

2. 時間軸長條圖 

3. 檢索結果大事紀 

4. 時間檢視列印、匯出工具 

 

C-4-2-1 時間檢視檢索結果區間設定 

預設為西元 1870 年-2000 年。可左右拖曳，下方列表與上方長條圖會隨時更

動。 

C-4-2-2 時間軸長條圖 

呈現年份區間，及該區間之筆數。每筆區間為 10 年。Hover 長條時，顯示年

代及資料筆數。點選無作用。 

 
圖 19：時間軸長條圖 

C-4-2-3 檢索結果大事紀 

大事記的時間結點下方顯示筆數為選取區間之全部資料。右方窗格為檢索結

果，點選整個區塊，可進入詳目頁。滑鼠移至上方時區塊出現咖啡色框線。 

1. 顯示欄位包括：縮圖、題名、書刊名，點選任一窗格即進入資料詳目頁 

2. 每一年代會顯示相對應圖示列表，若數量很多會向下延伸，無跳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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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檢索結果大事紀 

C-4-2-4 時間檢視列印、匯出工具 

時間軸搜尋結果（統計長條圖）呈現應可輸出為 PDF 檔或圖片檔，並支援

紙本列印。不包含詮釋資料列表。使用者若需要匯出詮釋資料列表，可從一般檢

視匯出。 

 
圖 21：時間檢視列印、匯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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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3 空間檢視 

 
圖 22：空間檢視 

點擊 C-4 檢索結果切換工具後，右方檢索結果以空間分布顯示。下方後分類

篩選器不變，唯右側地圖會根據檢索關鍵字詞帶出相應資訊。 

功能包含： 

1. 空間檢視地圖 

2. 各地區結果列表 

3. 空間檢視列印匯出工具 

C-4-3-1 空間檢視地圖 

點選左側分頁頁籤「空間檢視」時，下方後分類篩選器不變，唯右側地圖會

根據檢索關鍵字詞帶出相應資訊。地圖預設值，為雲嘉南地區的範圍。顯示目前

檢索關鍵字或所選地區的分布數量。 

地圖上的數字代表聚集在該區域的點位資料，當該區域的地圖尺度放大時，

詳細的點位資料即可顯示。 

C-4-3-2 各地區結果列表 

顯示該檢索地區之主要鄉鎮市及其資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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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3-3 空間檢視搜尋結果列表 

空間節點，即左方統計圖示，提供地理位置與該位置的資料量，不可點選。 

右方的圖示列表(窗格資訊)點選後進入資料詳目頁。 

 
圖 23：空間檢視搜尋結果列表 

C-4-3-4 空間檢視列印、匯出工具 

地圖檢索結果呈現應可輸出為  PDF 檔或圖片檔，並支援紙本列印。 

由個人專區的收藏紀錄中，使用者可透過收藏的查詢紀錄重現 GIS 圖檔資

料，並回到查詢結果頁匯出圖檔。並對各次搜尋儲存後的資料進行命名與分類管

理。  

本團隊於「C-4-1 一般檢視」設計收藏功能，使用者可勾選物件收藏。從「A-

2-6 頁首會員專區」可進入「I 會員專區」頁面，檢視收藏之收藏搜尋條件與結

果。點選物件後，系統於全站搜尋該物件。查得該物件後，使用者可切換為空間

檢視，並匯出 GIS 圖檔。 

C-4-4 詞頻分析 (#待補圖) 

點擊 C-4 檢索結果切換工具後，右方檢索結果以一般檢視列表顯示。使用者

可進一步切換「圖文顯示」或「列表顯示」。左方後分類可篩選人名、地名。 

1. 分類項目包括：人名關鍵字、地名關鍵字、歷史關鍵字 

2. 每一項目包含「詞彙名稱」與「出現次數」 

3. 每一詞彙僅可單選，不提供跨類別複選 

4. 使用者點選任一詞彙，右側列表即隨之呈現該詞彙的檢索結果 

5. 抓取欄位：人名關鍵字、地名關鍵字、關鍵字詞 

6. 關於別名的處理：不處理或標示別名。依創作者欄未填寫內容依名稱排

列。相同字排在一起。 

 

C-5 後分類(#待補圖) 

表 2：進階搜尋項目與後分類項目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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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搜尋項目 後分類項目 

(1) 出版日期區間：以日期輸入框分別設定

起訖時間 

(2) 題名：使用者輸入搜尋詞，系統於「題

名」欄位內容搜尋。 

(3) 作者：使用者輸入搜尋詞，系統於「創

作者」、「創作者本名」欄位內容搜尋。  

(4) 出版者：使用者輸入搜尋詞，系統於

「出版者」系列欄位內容搜尋。 

(5) 關鍵字：使用者輸入搜尋詞，系統於

「關鍵字詞、地名關鍵字、人名關鍵

字」欄位內容搜尋。 

(6) 全文內容：使用者輸入搜尋詞，系統於

「全文逐字稿」欄位內容搜尋。 

(7) 叢集名：使用者輸入搜尋詞，系統於

「關聯-叢集名」欄位內容搜尋。可一次

搜尋書刊名及眷期資訊。 

(8) 涵蓋範圍：使用者輸入搜尋詞，系統於

「涵蓋範圍」欄位搜尋，包含：指涉地

點到空間變化。 

(1) 合集名稱 

(2) 篩選時間 

(3) 資料層次：合集／單件 

(4) 作者：抓取欄位「創作

者」 

(5) （詞頻分析）人名關鍵字 

(6) （詞頻分析）地名關鍵字 

(7) （詞頻分析）歷史關鍵字 

 

 

後分類篩選功能於 C-4-1 一般檢視、C-4-2 時間軸檢視、C-4-3 空間檢視顯

示。 

分類篩選提供展開/收合功能，預設為全部收起，點選後將子項目展開，icon 

變為減號。點選後將子項目收起，icon 變為加號。 

1. 分類項目清單依名稱排列(相同開頭的排在一起)，歷史分期依照年代先後

排序，可跨類別複選，同分類下複選的條件取聯集(OR)；篩選條件與檢索

關鍵詞間取交集(AND)。 

2. 後分類項目括號內的數字為資料筆數。 

3. 預設顯示 10 筆，點擊「顯示更多」 才再展開 10 筆。 

4. 點選下方篩選按紐，將右側搜尋結果依使用者勾選條件篩選。 

5. 點選「清空篩選」按鈕，將後分類條件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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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後分類之篩選介面。 

C-6 搜尋足跡 

篩選功能下方亦規劃提供「搜尋足跡」，記錄最近 5 次使用者的關鍵字搜尋

紀錄。5 筆紀錄由舊至新往下排列。 

 
圖 25：搜尋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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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熱門查詢 

呈現近 1 個月之 5 組熱門關鍵字。點擊後搜尋該組關鍵字，並呈現於列表，

覆蓋原始搜尋結果。 

 
圖 26：熱門查詢 

D 詳目頁 

此階段藏品詳目頁可對應研究資源管理系統之書籍與研究論著類資料。將來

詮釋資料匯回研究資源管理系統統一新增或刪除。若需修改特殊欄位之資料，可

於本系統編輯頁面作業。 

D-1 路徑列 

即「麵包屑」功能。記錄使用者檢索路徑，並提供連結，點選可回到上一層。 

D-2 標題列 

呈現該筆詮釋資料之中文或外文題名，優先抓取中文題名欄位內容，若無，

以外文題名呈現。 

D-3 詮釋資料 

D-3-1 基本欄位(非靜態文字欄位詳述於下) 

依照 Dublin Core 規範呈現詮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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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 描述-全文逐字稿 

經與機關確認，呈現方式以靜態純文字呈現，固定列高，以卷軸(scroll)轉動，

並可讓使用者複製文字。若欲檢視原文之表格或圖片，可由 pdf 檔或 D-4 圖像檢

視區瀏覽。 

此區標示黃底的字詞為使用者輸入之搜尋詞。 

D-3-3 資源類型 型式/層次： 

顯示：「單件」或「合集」。 

單件為單篇文章，合集為整本期刊的詮釋資料。 

D-3-4 涵蓋範圍 

座標欄位之資訊將同步更新 GIS 圖檔資料。GIS 上用紅色標示地點。 

D-3-5 關鍵字 

關鍵字欄位內容點擊後對全站進行全文檢索搜尋該關鍵字。 

D-3-6 管理權 

管理權欄位前臺不顯示 

D-4 圖像檢視區 

於 D-4 可檢視原始書籍之排版 jpg 檔。預設圖片並排，點擊圖片後放大 300%

顯示。禁止右鍵另存或下載。 

D-4-1 圖片切換功能 

1. 點擊下方小圖示可切換上方大圖。 

2. 點大圖後可放大全螢幕檢視。 

3. 全螢幕模式時，可按左右鍵切換大圖。點擊 X 符號可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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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圖片切換功能 

 
圖 28：全螢幕模式圖片切換功能時 

 

D-4-2 圖像檢視區 

上方之列印按鈕為「匯出全文按鈕」，可匯出全文 PDF 檔。 

D-5GIS 地圖區 

移動路線之資料不可匯回研究資源管理系統，指移動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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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地點之資料可匯回研究資源管理系統，指靜態之地點。 

D-7 回上一頁按鈕 

原「回搜尋列表」，讓使用者回上一層。 

 
圖 29：回上一頁按鈕 

D-8 社群分享區 

使用者點擊後連結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分享功能。 

D-9 詳目頁書目匯出工具 

於詳目頁提供文字框供複製。參考書目格式：作者，〈篇名〉，《刊物名》卷

期，西元年，出版地，頁碼。並於最尾端註記【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臺南文史研究資料庫，網址：http://118.163.153.93/nmth-tainan/index.php。】 

例子：黃典權，〈夢蝶園主李茂春〉，《臺南文化》2 卷 1 期，1952，臺南，頁

81-134。【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文史研究資料庫，網址：

http://118.163.153.93/nmth-tainan/index.php。】 

G 主題瀏覽頁 

G-1 路徑列 

即「麵包屑」功能。記錄使用者檢索路徑，並提供連結，點選可回到上一層。 

G-2 主題瀏覽列表 

主題瀏覽呈現全站書刊資料之期刊名稱與卷期，即包含書刊名及其合集名之

索引。 

以靜態網頁呈現，點擊後全站搜尋該值之資料。例如:搜尋「《臺南文化》第

四卷第一期」。 

http://118.163.153.93/nmth-tainan/index.php。】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系統需求規範書 

古書契、府城研究資料庫建置暨研究資源內容管理系統功能新增資訊服務採購案 
 

31                 [藍星球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H 主題地圖  

H-1 主題地圖 (#待補圖) 

H-1-1 標籤 

1. 點擊 icon 後可切換不同類別的地名關鍵字定位、定位之 icon 形狀、右方

篇章列表。 

2. 預設為顯示全部分類之資料。 

3. 抓取欄位為：地名關鍵字。 

H-1-2GIS 疊圖模組 

1. 田野熱點之地圖預設於臺南之範圍。 

2. 具 GIS 疊圖功能，並可調整透明度。 

3. 野熱點地圖以圖像 icon 標示地理定位。 

H-1-3 定位 

1. 顯示母標籤所指資料之 GIS 定位。 

2. 預設希望預設畫面範圍在雲嘉南地區。 

3. 點選地圖上的定位標示，跳出影像基本資訊 (題名與圖像預覽) 

H-1-4 主題地圖說明 

靜態說明文字。 

H-1-5 時間軸 

1. 點著拉 bar 的起點或迄點拖曳可設定日期區間，設定值顯示於上方數字，

以西元年呈現。 

2. 抓取欄位資訊為: 日期-西元 (excel 上面寫的是) 

3. 時間軸之起訖時間為西元 1890 年-2000 年 

H-1-6 資料列表 

1. 顯示該主題之資料列表。 

2. 方框內容: 圖片、中文題名(若無則顯示外文題名)、學校 

3. 高度固定，以 scroll 捲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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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會員專區 

介接文化部會員 API，本團隊將提供頁面供使用者管理收藏之資料。 

I-1 個人收藏夾 

提供收藏夾管理模組，可新增、修改及刪除資料夾。 

1. 可儲存使用者的搜尋紀錄與 GIS 暫存圖檔等資料 

2. 新增資料夾 

3. 修改資料夾名稱 

4. 刪除資料夾 

 
圖 30：會員專區介面 

 

 

I-2 檢索歷史 

搭配收藏功能提供標規所列之需求：使用者個人化功能：結合以文化部會員

系統 API，可儲存使用者的搜尋紀錄與 GIS 暫存圖檔等資料，並對各次搜尋儲

存後的資料進行命名與分類管理。 

J 圖像影音授權 

同 C-4-1-6 授權申請工具。 

目前機制為系統寄信給系統管理者。未來可介接研究資源管理系統之數位物

件授權機制。待與機關確認介接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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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書契、府城研究資料庫建置暨研究資源內容管理系統功能新增資訊服務採購案 
 

34                 [藍星球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結語 

若有功能更新，敬請於系統頁首功能區「A-2-2 操作說明」下載最新版本操

作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