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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首頁



登入網址/首頁

http://catbase2.ncl.edu.tw/oclcc/webmenu



首次使用設定

上傳ISO檔

轉入資料庫

異常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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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使用設定-各館參數設定(1/2)

使用者群組、資料庫代碼、書目上傳總量上限由管理端預
先設定。

各館使用者需在此設定系統號TAG;使用字碼亦可在此預
先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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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ISO檔(1/3)

第一次資料上傳前，請先確認是否已完成「資料管
理-各館參數」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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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ISO檔(2/3)

1. 請點選【瀏覽】鍵，選擇要上傳的 ISO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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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ISO檔(3/3)

2. 選擇本批資料是否需複本查核及本批資料內碼
後，點選【上傳檔案】。

3. 資料上傳後，會置於暫存區中，請點選【開始執
行】，將暫存區中的ISO檔進行去重及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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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入資料庫(1/2)

1. 檢索完成後，畫面呈現上傳前10筆資料，以供檢視指定的內碼是否
有誤。

2. 批 號：轉入資料庫時，需指定轉入批號。
3. 指定範圍：可指定起迄筆數或單筆資料。例如1-100表示只轉入第1

至100筆資料，3,5,9表示只轉入第3、5及9共3筆資料，若未填寫指定
範圍，則表示該批資料全數轉入資料庫。

4. 點選【轉入資料庫】，本步驟將同時進行拼音轉換。
5. 各館之不同帳號，會轉入同一個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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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入資料庫(2/2)

5. 轉入資料庫後，產生完成訊息。訊息內容包括本次轉入筆數、批號
名稱、花費秒數。

6. 資料轉入作業過程中，可點選【停止轉入】中斷轉入動作，亦會產
生訊息。訊息內容包括已轉入的筆數、批號名稱、花費秒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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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報表(1/2)

處理後如有異常狀況，點選【異常報表】。
選擇開啟或儲存異常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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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報表(2/2)

3. 報表內容
1) Record：表示上傳資料的順序號。
2) 系統號：表示在「各館參數設定」中系統號設定所指定的系統號

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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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館參數設定

帳號維護

資料處理維護及輸出

清空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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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料管理



各館參數設定-使用字碼

指定上傳ISO使用字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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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館參數設定-系統號

系統號為必備(複本查核用)。
當沒有設定時，系統預設會抓取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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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館參數設定-特定欄位不轉出

此項設定僅針對資料輸出「OCLC線上及OCLC批
次」進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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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館參數設定-特定欄位不轉出

原始驗證單



各館參數設定-特定欄位不轉出

原值有TAG260$a$b$c
設定TAG260$a不轉出
時，將不轉出
TAG260$a及880中的
TAG260$a。(如右圖)



各館參數設定-欄位輸出預設值

此項設定僅針對資料輸出「OCLC線上及OLCL批
次」進行處理。



各館參數設定-欄位輸出預設值

原始ISO檔中的TAG041$a為chi，$h為jpn



各館參數設定-欄位輸出預設值

$h原值為jpn轉換為chi



各館參數設定-特定欄位或分欄不轉拼音

此項設定僅針對資料
輸出「OCLC線上及
OLCL批次」進行處
理。



各館參數設定-特定欄位或分欄不轉拼音

原始驗證單



各館參數設定-特定欄位或分欄不轉拼音

原值有TAG245$a$c
設定TAG245$c不轉
出時，將不轉
TAG245$c的拼音資
料。(如右圖)



帳號維護

本管理項目為各館各自帳號修改。

例如以tts(大鐸資訊帳號)登入，在此項目會出
現大鐸公司的帳號設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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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維護

修改內容後點選【更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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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處理維護及輸出

資料處理及輸出針對帳號不同提供不同的查詢服務。

「一般使用者」提供只能查詢自己上傳的資料

「群組管理」提供查詢群組下所有的帳號資料

此功能同時提供「資料維護、批次修改、批次匯總及資料輸出（包含
國外使用、國內使用、原始驗證單、轉換後驗證單及缺字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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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處理維護及輸出-查詢

提供不限欄位的檢索外，亦可以下拉選單提供各
種欄位的限定欄位查詢

例如題名、作者、自訂批號、檔案名稱，亦可
下拉選擇布林邏輯（and、or、not）進行組合
查詢，及轉入日期起迄範圍搭配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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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處理維護及輸出-輔助檢索(1/3)

1. 具特定欄位瀏覽查詢資料功能。

例如以自訂批號一欄為例，使用者可點選自訂
批號輸入空格旁之【瀏覽】鍵，開啟自訂批號
的索引清單。

2012/1/19 30



資料處理維護及輸出-輔助檢索(2/3)

2. 每一索引值提供對應之筆數資訊供使用者參考。

3. 系統會將自訂批號依字母順序列表，使用者可以
上下翻頁瀏覽，勾選需要的自訂批號後將檢索詞
帶入檢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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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處理維護及輸出-輔助檢索(3/3)

4. 將資料帶入檢索區後，點
選「確認」會將所選取的
條件帶入查詢畫面，直接
點選查詢找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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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處理維護及輸出-查詢結果

1. 查詢到的結果以表格式清單顯示，列出［No.］、［題名］、［作
者］、［自訂批號］、［帳號］、［上傳日期］、［原系統號］、
［系統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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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處理維護及輸出-資料維護(1/2)

點選 ，可進行該單筆書目
的修改，修改後點選「更新」
鍵完成資料更新。

點選「回前畫面」鍵回到簡目
顯示畫面。

資料維護下方，提供轉換拼
音驗證單。

此驗證單只提供顯示不能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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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處理維護及輸出-資料維護(2/2)



資料處理維護及輸出-下載原始檔

點選 ，可下載原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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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處理維護及輸出-下載異常報表

點選 ，可下載異常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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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及修改-選擇資料內容(1/2)

於查詢結果簡目【本頁全選】、【本次全選】，
或單筆勾選後，點選【選】，選擇欲處理資料後
點選【下載及修改】進入資料作業處理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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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及修改-選擇資料內容(2/2)

於資料處理介面可再次選擇欲處理的資料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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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及修改-批次修改(1/2)

1. 於資料處理介面點選【批次修改】進入批次修改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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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及修改-批次修改(2/2)

2. 填入需修改的欄號、分欄、原值，選擇搜尋值，及取代值內容。

3. 搜尋值可下拉選擇「包含(全取代)」、「包含(字串取代)」、「等
於」。

4. 設定完成後點選【執行】即可，系統會依批次修改的內容至資料維
護做資料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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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及修改-批次修改-包含(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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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全取代)
例如：TAG245$a的值包含「原子」二
字，將TAG245$a整欄取代成「原
原」。



下載及修改-批次修改-包含(全取代)

原始資料



下載及修改-批次修改-包含(全取代)

批次處理後資料



下載及修改-批次修改-包含(字串取代)

包含(字串取代)
例如：TAG245$a的值包含「原子」二
字，將TAG245$a中的「原子」二字取代
成「原原」。



下載及修改-批次修改-包含(字串取代)

原始資料



下載及修改-批次修改-包含(字串取代)

批次處理後資料



下載及修改-批次修改-等於

等於

例如：TAG245$a的值完全等於「原原小
金剛」五字，將TAG245$a中的「原原小
金剛」五字取代成「原子小金剛」。



下載及修改-批次修改-等於

原始資料



下載及修改-批次修改-等於

批次處理後資料



下載及修改-批次匯總

1. 於資料作業介面點選【批次匯總】，上方出現批號輸入方框。

2. 在方框中輸入新批號，點選「執行」鍵，系統會將選取的資料以新
批號寫回資料庫中，之後查詢時可同時查詢到新批號及舊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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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及修改-資料輸出

2012/1/19 52

點選【資料輸出】，上方出現區域及內碼的下拉式選單。



下載及修改-資料輸出

ISO檔提供「國外使用-OCLC線上、國外使用-
OCLC批次及國內使用」。

ISO檔下載提供三種字碼選擇。



下載及修改-資料輸出

驗證單提供「原始驗證單及轉換後驗證單」。

驗證單轉出提供Word格式。



下載及修改-資料輸出

原始驗證單



下載及修改-資料輸出

轉換後驗證單



下載及修改-資料輸出

報表提供「缺字報表」。

報表轉出提供Word格式。



下載及修改-資料輸出

缺字報表

OCLC缺字



下載及修改-資料輸出

缺字報表

漢語拼音缺字



清空資料庫

點選「執行清空作業」，再點選「再確認-執行清
空作業」完成書目資料庫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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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 & A



Q：書目資料上傳後，如果沒有產生異常報表，是系統有問題嗎？

A：(1)不是，如果畫面無紅字的剔除訊息,表示上傳的ISO檔

沒有任何異常。

(2)如畫面有紅字顯示錯誤,但未出現異常報表按鍵,則可

能是資料有程式無法判斷的錯誤,或是程式當掉了,請將

您手上的 iso2709檔案提供給系統人員做進一步測試處

理。

Q：資料上傳後，為何畫面會出現亂碼。

A：(1)因本作業需由使用者自行指定上傳內碼，系統不預做

判斷，所以選擇的內碼與資料內碼不符，則會出現亂

碼。

(2)如選擇內碼無誤則有可能您手上的上傳檔案有編碼錯誤的情形。



Q：資料上傳後，畫面上「已放至待轉區（2)」是什麼意思。

A：在不同的做業程序，待轉區不同加上編號是為了當使用者操作出現

問題時，方便告知系統處理人員以利判斷。

Q：點選「停止轉入」系統會告訴我已轉入多少筆資料嗎？。

A：轉入資料庫系統會依照上傳ISO檔的先後順序轉入，點選「停止轉

入」系統會有訊息告知已轉入筆數。 請參考 轉入資料庫（２／２）



問題：如何知道目前資料庫內的總筆數

回覆：在「書目資料轉入」最下面提供「資料庫代碼、目前筆數及上傳

限制」。請參考 上傳ISO檔（１／３）

問題：系統在檢索時是否提供排序。

回覆：在查詢後，結果顯示畫面的點選要排序的欄位名稱即可進行排

序。請參考 資料處理維護及輸出-查詢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