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虛擬國際權威檔 

 
2014 年 8 月 



國際書目資料共享起源 

• 1970 年代，IFLA UBC (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的觀念： 

• 各國家為自己國家的出版品提供高品質及
權威性的書目及名稱紀錄 

• 資料可與其他國際機構互通及分享 

• 減低重複建立權威紀錄的成本 

• 1990s 年起因科技的進步，現可 

• 聚集不同文化機構 (圖書館、博物館、研究
機構、出版商等) 的名稱權威紀錄於一處 

• 包含不同語言及文字、地理區域、研究範
圍等 



權威資料合作計畫 

• 小規模區域性合作計畫：如：美國名稱權威
合作計畫 (NACO : Name Authority Cooperative 

Program)、標題權威合作計畫 (SACO : Subject 

Authority Cooperative Program) 

• 國際虛擬權威檔案 (VIAF : 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 

• 國際標準名稱識別碼 (ISNI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Name Identifier) 

• 中文名稱權威聯合資料庫 



國際虛擬權威檔案起緣 

• 1998 年 4 月，美國國會圖書館 (United States 

Library of Congress (LC))、德國國家圖書館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DNB)) 及 OCLC 

試驗連結各資料庫內的人名 
• 2003 年 8 月，此三個機構形成一 VIAF 合作
連盟 

• 2007 年 10 月，法國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nF)) 加入 VIAF 合作連盟 

• 其他合作者 (contributors) 

• 2012 年， VIAF 轉移到 OCLC，成為 OCLC

的一項服務；第一屆 VIAF 政務會議 



• 全球權威資料共享 (share) 

• 任何人或機構均可下載及使用 VIAF 資料 

• 強化資料可信度 (strenghten)  

• 各國家級圖書館機構負責資料的正確及更
新 

• 個人使用者可與 OCLC 反映資料的正確 

• 降低編目成本 (reduce)   

• 簡化國際權威工作 (simplify)  

• 提供適合在地使用的權威資料形式和語言 

VIAF 宗旨 



VIAF 會員  

• 36 會員，包括 

• 國家圖書館 

• 特殊文化機構： 

•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 Centrum NUKAT Biblioteki Uniwersyteckiej 

w Warszawie 
• IZUM (Institut informacijskih znanosti) 

(IZUM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等 
• NACO 會員 

• 超過三千萬筆權威紀錄，一月更新一次 

 
 



VIAF 會員 http://viaf.org 





VIAF 資料庫  

• 聚集 36 個國家圖書館及文化機構所建立的書
目及名稱權威紀錄 (2014/08/09) 

• 包含不同的描述規則 (description rules) ，
不同的機讀格式 (communication formats) 

• 使用電腦配對程式集合描述同一名稱 (entity) 

的權威紀錄成一聚集體 (cluster) 

• 一聚集體代表一名稱，如一個人、一團體
機構、一作品  (work) 等 

• 一聚集體內連結到各機構圖書館所送的名
稱權威紀錄 



VIAF 資料  

• 包含下列類型權威紀錄： 

• 個人 

• 團體機構 

• 會議 

• 作品 / 劃一題名、表現形式 

• 地理名稱 

• 現有資料的語言包括：英文、德文、法文、
西里爾文 (Cyrillic) 、阿拉伯文 (Arabic)、拉丁
文 (Latin) 、希臘文 (Greek) 、敘利亞文 

(Syriac)、亞美尼亞文 (Armanian)、西伯來文 

(Hebrew)、日文 (Japanese)  
 

  



VIAF 聚集體 (cluster) 的資料元素 

例：Shakespeare, William  

• VIAF ID: 96994048 (Personal) 

• Permalink: http://viaf.org/viaf/96994048 

• ISNI-test: 0000  0001  2103  2683 

• Preferred Forms  

• Uniform Title Links 

• 4xx’s: Alternate Name Forms 

• 5xx’s: Related Names 

• Selected Titles 

• About 

• Record Views 

• History of VIAF ID: 96994048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Netherlands 

 Lebanese National Library 

Library of Alexandria, Egypt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Wikipedia  



National Library of 

Israel：四種語言
文字：Hebrew, 

Cyrllic, Arabic, 

English 

ISNI  











在下面會有更多
解釋 





ISNI 

U.S 



名稱權威紀錄： 
Library of Alexandria, Egypt 



901 ISBN 

910 Title from bib 



912 Title not used during 

matching 

920 Publisher ID 

921 Publisher 



922 Country of publication 

930 Alternate form of 

author’s name 

940  Language 

943  Decade of publication 

944  Rec Type + Bib Lvl 



950  Joint personal author 

951  Joint corporate author 

(110/710) 

955  Personal name added 

entry (100/700 from 

records with this name as a 

subject) 



960  Personal name subject 

969  “Subject” 

996  Authority IDs 

compared, but not matched 

997  Coded version of dates 

998  Authority links 



998  Authority link 

999  Bibliographic record 

link 





VIAF 用處  

• 參考資料工具 

• 參考其他圖書館的資料，建立或更新本地 

(local) 權威紀錄；例如：增加全名、生卒
年 

• 確認及區分實體 

• 在處理外國語文資料、檔案或善本書籍編
目時，VIAF 上的資料可幫助確認實體 

• 使用 VIAF ID 為連結點 

• Perseus Catalog： 希臘文 (Greco-Roman)  
• Syriac Research Group：敘利亞研究資料 
• Fihirst：依斯蘭名稱  (Islamic names) 



OCLC 名稱權威紀錄  

100 1# $a Rosenberger, Katharina, $d 1971-  
670 ## $a BNF in VIAF, March 10, 2014: $b (access point: 

Rosenberger, Katharina, 1971-)  
 
110 2# $a Italian Historical Society (New York, N.Y.) 
670 ## $a VIAF, June 28, 2013 $b (hdg.: Italian Historical 

Society; VIAF ID: 158142202 (Corporate)) 
 
130 #0 $a Bibliothèque augustinienne 
670 ## $a 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 viewed June 

10, 2014: $b (Bibliothèque augustinienne; VIAF id 
183324230 (Work)) 



Wikipedia  使用權威資料 

William Shakespeare 

Mark Twain 



VIAF 現有挑戰 

• 同一名稱有數個聚集體 (cluster) 

• 不同的編目規則，如真名、筆名、假名、
政府及宗教領袖 

• 資料錯誤，需刪除重複聚集體 

• 繼續改善配對程式 

• 數個名稱在同一聚集體 (cluster)  

• 未區分名稱 

• 不正確資料 

• 比對程式的計算法則  

• VIAF 希望以後的紀錄更新能即時發生 



VIAF 現有挑戰 

• 非拉丁文字資料 

• 需要有更多非拉丁文字的圖書館參與 

• 語言文字問題，如：阿拉伯文字的名字的
羅馬拼音方式，及阿拉伯傳統人名結構；
中文環境也可能有類似問題 

• VIAF ID 因資料更改而新增、刪除、或重複使
用，對其他系統使用 VIAF ID 形成的影響 

• 正式溝通機制：現在 VIAF 無正式管道回報給
圖書館有關資料錯誤 



VIAF 與 ISNI   

• VIAF 可能因不同的編目規則，或資料錯誤不
全，會有一個人或團體機構在數個聚集體
(cluster) ，或數個人或團體機構在同一聚集體 

中，造成混淆 

• ISNI 對給與名稱標識碼的標準比較嚴緊 

• 一名稱只有一標識碼，在使用 ISNI ID 會
比較放心 

• 資料庫範圍較 VIAF 廣 



ISNI  國際標準名稱識別碼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Name Identifier 

• ISNI  的主要功能在給一創作者一國際標準名
稱識別號碼，避免因不同個人或團體機構使
用相同名稱所造成的混淆 (因一 ISNI 只指一
實體) 

• ISNI 的創作者範圍較廣，包含研究人員、發
明家、作家、 演員、製作者、 發行者等 

• 雖  ISNI  功能不在提供有關一實體的權威資
訊，可供使用者直接使用；但  ISNI  能作為
一橋樑連結不同系統 



ISNI 資料庫  

• 30 文化機構，如： 
•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Authors and Composers (CISAC) (rights 
management, 225 member societies (mostly 
composers)) 

• Authors’ Guild  
• Bowker (publishers/trade) 
• ProQuest Theses (researchers/professional) 
• VIAF 

• 八千萬個實體 (ISNI 稱為 identity)：7.5 千萬
個人；490,000 團體機構 



ISNI  與 VIAF 的不同  

• ISNI 為一正式組織機構，具管轄的功能 
• 輸入資料存為一特定格式 

• 配對程式較 VIAF 嚴格 
• 品質管理人員 (ISNI Quality Team 及 BnF-BL 

Quality Team) 及程序 
• 可在 ISNI 系統上修改資料 
• 通知資料提供者及 VIAF 

• 現只包含個人 (包含筆名及小說人物)、團體機
構、作品，重點在 
• 科學研究人員、表演者 

• 版權管理 (rights management)  



ISNI : Shakespeare, William 



Titles  



ISNI : 李安 



ISNI : Holmes, 

Sherlock 



ISNI : Holmes, 

Sherlock 





WorldCat Identity 計劃  
• OCLC 資料庫分析 

• 有關個人、團體機構、小說人物的統計資
料 

• 約三千萬紀錄 
• 資料結構 

• Overview: works, genres, roles, classifications 
• Publication Timelines 
• Most widely held works about  
• Most widely held works by 
• Audience level 
• Related identities 
• Useful Links 
• Associated subjects 









錯誤的資料造成
錯誤的連結 









• 1999 年的「華文書目資料庫合作發展研討會」 

• 包括從臺灣、香港、澳門、大陸的圖書館
資料 

• 現包含個人、團體機構、會議、作品題字
的名稱權威紀錄 

 

中文名稱權威聯合資料庫 



中文名稱權威聯合資料庫檢索系統  

李安(電影導演)，有三筆權威紀錄分別存在，與其
他權威紀錄混合展示 



中文名稱權威紀錄的未來發展 

• 中文圖書館環境：不同的編目規則、文字書
寫型態、拼音方式 

• 中文語言不同於拼音文字 

• 轉成羅馬拼音：同音字、四聲 

• 現有中文名稱的英文權威紀錄： 

• 拼音方式，姓名的順序 

• 困難確認 

• UBC 的理想：中文圖書館應是中文書目資料
的專家，建立高品質的資料 

• 中文名稱資料能進入 VIAF 及 ISNI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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