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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raet 

The major problem of data processing for Jî brary material in 

East Asìan languages are the design of character 5et, hardware 

for ÎnputtÎng，為toring ， processing, transmining etc. and MARC 

Forma t. RLl N 旭 the first institution 10 implement on !i ne network 

cataloging system in East Asian languages. 1n this paper RLIN's 

achievement and e f{ort on this ar t' a are described and whal can 

we learn from it 10 develop the Chinese lîbrary automation system 

ìn the R. O. C. 3re suggested 

一、前言

一九七四年，哈佛、耶魯 '19.哥倫比亞大學與紐約去其間密曲，本著賣軍共

萃的索旨成立「研究111.飽紐省農J (Research Li brari臼 Group 簡稽 RLG) , 
其主要目標是在藉此組織共同盟展館教，並維謹、保存缸磁﹒一九七八年.RLG

會員們盟揖要達到且正合作的目的，必讀建立自動化，當自覺訊系統，於是間始尋

.，適用的系統，最後他們盟軍且也扇大學 (5個nford U山versity )里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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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OTS (Bibliographic Automalion of Large Library Operations. 

Using a Time Sharing System) 系統，同年將 BALLQTS ]!!'名揖「研究

圖書館費訊網 J (Research Libraries InformatÎon Network) .惘橘
RLIN . 

RLIN 扭展至今，布下多月j六種功能

H緣由。

口國目。

軸線際互惜﹒

H會員組廠被聾。

明建立特種文獻賢料庫建黨主111質訊系統 (Avery Index to Architec
tural Periodicals) >>.. r十九I!:紀出版品簡略省自 J (The Eightee1l1h Cell

tury Short T iJle Catalog) 。

的電傳郵件。

鞏固各大研究國會筒，點西文賢料互融且由U外，東方屆主賀科亦不少@固

立，在西文賀科處理全面進入電路晶立後，酸苦間抽尋求東亞盟主賢料電車富起處

理主道，其中E輯鍾的揖RLIN .RLIN 於一丸七九年間蛤攏，比方面的揖肘 ，

一九八0年七月撞得麥倫革傘會 (Mellon Foundation) 、福特基金會 (Ford

Foundation) . 和全國人主讀罷萬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 r the 
Humanities) 一-0萬美王寶劫之後〈弘一) .使全力推展此項工作。

二、 RLIN對東亞語文國書資料

電腦化Ht~所作的努力

為解決東耳語重圓宮，資料電1由化的處理. RLIN 所作的努力如下
H解決硬體的問翹硬體陸備方面軍有給入、處理直線也東亞盟宜的能力 ，

為此他們與費國國隊州傅拉去司 (Transtech) 合作，軍前一項獎金三十二萬元的

合的，以製過CJK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冬筒機(位主) • ~p同時A

有處理中宜、日宜....'"宜的能力. ，暫時上此種終織機亦有處理英文的能力。

。拼酷賈訊空，是碼的困擾宜換資訊為圖書館樂里，電腦化晶主要的目標，也

是單大的特色。因之，一套適用齡東亞合闖臣宜的空換商買賣搞不可或缺的工具;

為此. RLIN 採用中華民國、中國大陸、日本，直偉國等個所世定的實換回融

合鈴一盟，名軍「研究圖書館資訊輔東耳語文字高 J (RLt N East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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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Code . 筒稱 REACC)。

目修訂費電個機祖國自格式 t 龔回國會闕I!值所訂定主機祖紹自給式( u s 
MARC) . 雖披肩各芳昕採用 ，並揖世界各國囂計其機現屆目格式的基髓，點以

它來盧室里東亞賢料峙 . 1' R耳不符所謂。依研究圖書聞組酷的盟定 ，東E質科至

少在題名/曹譜敘述事、版本團、出版鹽和集數項等血，軍WI馬鈴甘E原居

士閑時顧車 (見，舉個〉 ﹒晶適應此項需要 . RLIN 曾向美國圖書館學會提自修訂

U S MARC 的建擻I!I .連盟有關立111位錄用並周教ill (parallel data) 的方

式 ， 即重祖棚位，傳J;!!詳實語宜E東E臨宜同時記載鼠目前料，另建議品增設

一字樂( character set) 富農g'l欄位欄峻。帥，且表連所鐵路!R.~~是文資料。

l'副Hl l1tlll Cω 

BKS/I'ROD 刊lJB lB CS凹的-眩，

I! tcord I “ I - SnVE reeard 
+ 
lD~CSU目的BS9 RJVPII: STt s r附比R'
((19 l1f JLTulI DCFI I. CSCI 削D ， SIiRI 
CPltb lI cbl ItlT l OPC, 8101 FIC18 
PC, t PD I19BII19BZ I1.EPI CPIIB rSldl 
O~ 1l CSt-HlcCS t-K 
ÐC3 -i,-Ct---
1166 tdl 
110 26 C~un;~~un， yenhbiu t n.~chibOshe. 
11fH泊中共研究訪E益，

Cit tkfnt!n.lntl CSUß-OAK 

的1 且c nD:CS-眩目
自TCc UDLOS-18-83 
COHc 
IlCI HEILB IIIB 

2(5 10 hUv tHbsh k'in~ l-lu~huHpitn I tcC趴m:Hun， )'tnOch1u ts~hhihhh 
'"泊在5量也τ 羽IIlJ如~ 1ft中只研究提單位.
2GB 0 (j';a.i-pdl I 位IChuncO~un~ yenO吋iu tnOcliiMsh. Id98 1?
~6!1 0 台北 l 怕中共制究ü1.tti.1. 的C11-

3(1(1 ~~_ ;tt2 1 個
H !l 11 .Cb間n~Ok也nc yenOcbiu' ts'anH' iQ ts'unthbu. 
HO 8 .中只研究. $J!~1Il會.
599 H. 1. bu I Y. 1-'19 
6511 8 ChinihPøliti~$ i l\d C: QHrhgj~ntlyl976- hPtriodicih. 
650 0 CHnut Uuntvr置ly20th centuryt~Perhditds. 
6511 0 Dt~ocncyhPtriødicilh 
650 0 y的th hCllindxPu 10 dlt~ 1s. 

RLIN 東亞語主資料回蟑琴fl'J

岫修訂美國構成很擅自錄絡式 ，以適扭處理東E眉立費科 其理由個用同時

記載盟總拼音 、 要宜 . l'-!l!llí悟空之需﹒

個研換車亞聶士要睡索引【keyword index) 的聾作 要居鐵索昂 RLIN

商芳居士資訊系統下的一大特色，揖使東亞聶士亦能保有此~特色，決定在能入

空空料時郎郎以控制。宙育館主因字典字之間有一空格隔間，食為學l用咀鎖鏈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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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聶峙的觀別標配 . "':f:"眉草無此方便，且:f:"illí宜係斟酌聶主 ， 而僻的字，度

蚓」定:因立 ， 閱讀崗人工加以斷定 ， 揖此研究圖.曲棚度聚會研施 ，並

訂定提取手辭的原則各自RLG Chinese Aggregation Guidelines . 

制已修改 RLlN 的程式 ，以便函理東，，1Ií~f(料， RLIN 的里其原係島西宜

醫科而監計.1\處理東耳聞宣醫科縛1lI1以修改 . )可能聾作-

RLlN 上述各項努力中 ， 最揖各芳眉目的成果則揖 CJK 終竭攘的，要作 . 11.

寶善集團的監定;兩者當揖*"面宜資料電圖化處理的基本工具，而且開係響個﹒

其JiIlll!ñ去，聽首:阿富宜11然不間 ， 特lI!t研個下﹒

三、東亞語文字3名的發展

RLIN 在保*字樂世盟主制. ，拉著四個基本原則

抖~m圖，曲囊里，電腦化的作章 ，不僅等待:f:"各國噩展出輾轉包字集來以後

幕IIfll!﹒

。朱來覽圖缸，‘自資料記錄'l!!可與*"各國的II 自聖賢科中心置換﹒

目所軍宣3õ1l!!t的字，晨 ， 在啟用主胡 ， 其字持不懂應有足.，的數量 ， 問時11

可自費克 ， 臥車l!!末來需要﹒

"同三字真恆、問字典揮之間l!!首T互相查詢(泓三〉﹒

字斃的設計. RLlN 卦三部份單行一是配合，巷，當僚們囂的需傘，具一係

口聲個系紋的聾作。鱗，當梭所輔之字泉 ，也於當時的成品均不能情合上述原則 ，

固立. RLIN 對美閩、 JUII 、香港，及其他地區的三十餘家幫聞廠商索*建讀省

(reque訓 for propo聞1) .問團的有八家，壘後l!!~傳控告詞﹒臨企司決定

斟其中重慶一號 (Sînoterm ) ，巷，省級作基麓，並將其巴E宜之間.9割個字符與

當時中學島國噩展的「中宜贊訊聖彼眉J (Chinese Character Code !or 
l n!or.mat;otl 11lterchange前觸 CCCII ) 第一閩、中國大陸的「中宜賢訊直

像字，長J ( The Code 01 Ch;nese Craphic Character lor lnlormation 
IlIterchange) 、日本的「工聾陳詞，字集 J ( Japan lndustrial Standord 

Set) .:&.章，國的「資訊處理字舞 J ( Korean lnl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相比;其結果個下

L r中宜實訊重缺寓」第一llI! (師教育部所量管 4 . 807 個常用字)的全部

字持在中華一臉肉均可直矗﹒

Z中國大陸的「中文資訊宜，是字，長」有2 .且7 個字持在中學-11內無法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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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的「工單顯增字樂」有 785 個字符在中牽一盟內椏傲。

4 掰圓的「聲訊處理字第J 有 7 個字符歸中蓋世一號所無﹒

且此 RLI N 輿f~住址司囂的，醬缸修訂中學一艘 ， 值其字m至少璽纖犬

f , 14 ， 063 個字符. !p以中擊一艘軍有字歡民主，加上上直 2 至 4 項提缺扭曲

( i.~);並峙融機密命名為 CjK換油機。首都符合此項需余的終端機於一丸八三

卜十月送至 RLl N總部 (ii.&..) 。其特酷臨指14 .曲3個字符存於噩暐斯特 (Win

<:hcster) 醋碌艘中 ， 名品 「隨機字典J (Local Dictiollary) 外，每部終描

機配有一部列表機 ， 一部哥拉組控制吾吾 (cluster controller) 。酷頭組控制器可控

制此四部終端綴。至一九八E年十一月，隨機字興已連 15，693 個字符〈拉的。

揖滿足中宜國111賀科處理研擂，究竟題右，少個字符才紗， 迪是個無法回富

的問題，因揖中文圖會質科迄今已有數干年雖史，而且新資料可能產生新字符。

為家字符緝唱一章，以使各/11位間重缺賢料. RLIN 除與傳匯企司製造 CjK

終總被以棋各值使用外，夠在總部盟有字彙( Th~saurus )擋﹒此描畫一九八

五年巴容品，α沁個字符 (!LI::o) 。其目的在畫畫申字符緝醋的一致性 ; 凡各甜

CjK 懿負甜酸上所餘的字符，可查組甜的字舞擋，個能查哩 I ~tl轉錄到l各館終

描機使用 ， 你/!;查盟者 ，則由字彙擋的管理者 (thesaurus admillistrator) 

造字緝暉，存於總郎，你後傳言自所需的終織機。此種扭計不懂可連字彙騙醋的一

聲性，閑時可免晶各地 CjK 終織機存拉大量字符的負擔，不失攝一貨車、iI'.!育

的設計芳式。見為撞開字具體直未來與東亞各國空2集資訊之計 ， 此字，.，抽各字記

載的棚位個下
1 字型數字符在 C)K 終竭機上顯現的字型!館 161站 X 18)的﹒

2. REACC 研究，國書館資訊網，使亞語文字符( RLIN East Asian Character 

Cod叫的貓M'

3. SRCE: jl SouRCE 的代鳴 ， 但敢拿符記錄 (charac ter record ) 的來，景，例

以阿拉伯數字的 1 代按此字符存在 C)K 終磁鐵的隨機有許與中﹒

4. ST: 5tat凹的代燭，接示字符缸，每使用的現況﹒

5. AD: Add Date 的代喝 ，眼開字符加入芋*繪的日期﹒

6, CCCII: Chinese Character'Code for lnformation lnterchange 的 ft
鳴，帶歡歡字符在 CCCII 命的領取﹒

7. PRC: Peop!e's R叩ublic of China的代穗，存軍戰字符在 PRC 的組號-

8, UD: Upda te Date 的代藹， ω數字符最近-次當更新的周期﹒

9. JlS: Japanese lndustrial Standard Code. 郎存a眩字符在 )15 的11l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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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IPS: Korean Informat ion for Processing System Code ，個存故做

字符在 KIPS 的續吸﹒

11. CTC:fi Chi nese Telegraph Code .郎霄歐字待在中國電報研厲的組11.

12. 00:1:$ Distrib叭ion Date .即敵字符"'..部發佈供谷地終總唆使用的日期-

13. RAD: RADîca[ ，郎記幣2東字符錯話，皇軍閥康熙芋，寞的部首，令部官以5哥拉

伯數字為代穗﹒

14. XRAD: eXact RADical '即記載該字符所肩部筒，錄用康鰻字，真的部首-

15. AS: Addìtional Strokes ，的該字符除白眼前以外的掌盒1\.

16. TS: Total Strokes ，即該字符的筆畫，度，合部曾在內﹒

17. GL: Graphic Link ，即悶字典值的建縷，在cccn中同字集體宛殷組哎，以

利黃佩惚fit.

18. WAD: WADe~Gil間， g羽絨僅成單馬拼霄，合撞擊祠的rf數〈回聲中所屬的a

01>例如「考J 城為k"a03 . 的第三..﹒

的 PIN; PINyÎn ，即樣語t拜會 ﹒含盟軍割的If歐-

20. pN: ONyomi，閉目妥漢字管珊的過馬拼會﹒

21. KUN: KUNyomi，的日文漢字酬模的11鳳拼音﹒

22. KANA 標出自文漢字f!'價的丹位名，及研讀的平rl名-

23. MCR: McCune-Reischàuer ' 即.. 文的讀馬樹脅。

24. KSS: Key Stroke Sequence ' 的中文字符繼入峙的字tlUß(Ðï:)法 ， 例如「

但」訴為人=!、﹒

25. CT: Conflict lndicator ，郎衝突指標， ~戰少也份守符字眼組〈訴〉益相同

時，或某-J時體字有三個以上iE"字的街標﹒

26. CL: Conflict Lìnk ，倒過錢三個字符具布相同的字型。明站 x 182的

?:l. DMC: Dot Matrix Chinese ， 缸中艾字符賀科檔 32x32 I品的字型-

28. DMJ: Dot Matrix japanese .即回家工提際增124x24裊的字型﹒

29. RC: Related C冶aracter 箱"字符﹒

為使於此字，陸續的利舟. RLIN連者四種甄型的索引以怯怯揖

L 部首、緝查索引，計有五種

(J)部首“積﹒

ω都笛 簡體字"'"*常用漢字的部首﹒

ω部首亞，畔的那首﹒

" )驗結首外的筆畫，度。

(盼"'竿的商在霆，民﹒

~ 111官r~間 l' 有七種
(1)觸鍵習民摺馬鈴管 自



f括:

82 教育瓷料，同個il llIì~鋒 那什三 .'(t ;:f,-.M (Autumn 1揖5)

ω~i:苦讀罵拼音﹒

。)日文漢字妥潰的最鳥拼音﹒

側目女漢字酬饋的糧鳥"音﹒

的目文漢字的假名，郎自女漢字之前音如無法分卸了高脊讀1.%訓泊，則值得其一

，以平骸名或Jt假名儉索回

的)肯定的音曠的}干飯名 、 ~M:的平位名﹒

佇1.泊的揖馬跡音﹒

3. *1草絮引.

(>1字恨﹒

ω指定字符-

4 各積字樂字符緬111 '

UI研究國省備資訊翱東亞語文字集各字符繭號 (REACC)

ω中文賀你交換厲各字符組號 (CCCII )

ω中國大隨字集各字符組號 (PRC)

("日"工挨際商個字集各*符個國號(JI日 -

(~.閥資訊處理字集各字符細觀 ( KIPS)

。.，中文電線咧商 (CTC) (拉八) •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二日 ， 美國國會團會館以連銀作單方式 ， 將3違背料給入

RLIN 系統 (ji九) .寫下壓史上車E睡宜圖自信醋首度以連線儡目的世昇記錄，

到一九八五年八月 ， 計有甘一個單位給入 1凹，“10餘華國目背斜。美閹割舍闢宙

館正以每年 30 .仗"。罩的速度 ， 將其資科級入 RLIN 系統(ti.+) . 但欲與其草草

綠作業的圖書館數量不斷成畏。 RLIN 在東~a吾士倒也質科謹磁作聾的成果巴

逼迫領先世界各閣。

四、東亞語文圖書資訊*'統恢迷成長的因素

RLIN 東E語宜關宙資訊系統亞歷餌此快謹 ， 主要基於下列錢買國!l!

Hl控界人士共同努刃的成果東亞語宜國密賀科電間化，處理盟棘手的問翅

~p昂字斃的監定直終端機的製作，扭曲前述 ， RLlN 在道方前係國合要閥、中

崗、自家、韓國的研究成果而成﹒

已建立在健全的商芳賀科處理系扭基礎上 RLIN 在解決字樂E終織機的問

題後，所以能快連進入實用階段，主要原因是其商生系統巴有二十餘年的單單是歷

史 o RLIN 觀自 BALLOTS .而 BALLOTS 係以史坦閣大學於一九六C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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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噩展的企用費觀儉5億系統 (Standford Pu bLic l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 .簡構 SPIRES )揖血革。因之，修訂旺有的西文系扭並配合字集E

CJK 終描機~p白色迅連進入實用階段﹒

目有克裕的扭扭作屆研究軍區的瞳揖電路化新產品的開哩，在研究間段攝

仰輯克裕的經費作品後單;前述 RL1N 省鹽各芳一百一十萬萬美克的對助 ， 赴

扭住的例誼。

牌周密考慮東亞聶士的特性一九八一年三月在矗北舉行中主國也質科自動

化國際研討會，美國國會國會館臨且 Agenbroad 先生 . I是閩中文終描機各自攤

布造字 、 撞醋的能力 ， 如何使之輯一，以便宜換望著訊的問題恥+-) . 揖終因

握著各方人士。 RLIN 在總部ljjl\t字舞捕的政暉，徹底解決此項問悶。臨此之

外. RLIN 的字舞描E容同牢具體 、 同字異Wá (白人錄用的漢字，輯人錄用的

漢語 ， 直中 、 日 、 韓對等的字)的核熬。其盟思主周脅 ， 亦是廣晶各責接貴的原

因。

開具有要盟 (k叮word) 按煞的功能耳語檢煞首先由 IBM 1.::-祠的 Luhn

先生提出 ， 也於賢料緣入電磁後 ， 即全聾啞盾處理 ， 其快謹、容品且擎的特性

擇受各:可喜哩，已成協西方盟曹過錄用的9較早|訟。在東E語文國密封料處理，

RLIN 的系統攝一個採用此項繁引控呵。此項血閥割草E圖書飽而言 ， 不但可獨

補主題標題( sub ject heading) 的不足 ， 同時無呆符合起軒讀者使用( user 

friend l y) 的原則。

五、 結語

RLIN 東E語文國富貴料電驅化處理的成直是巳昂世界主冠。自他們謹麗時

所掌鍾的盟則E努力，宮廣老祖嫂，軍企圖鹽展中文團會資訊系統應佳運軒下列數點改

革
H中國機祖國目絡式記1\起馬!!f音醫科的部的改用並列敏攘的芳式，以符合

國際資訊直換的需求 中商機祖國目格式自民國七十年去告以來，國立中央國會

鶴立即主義舟 ， 以建立1lI目對料檔，目前難受體館主磯的限制未能閱放供其他單位

直線被槃芷線上騙目 ， 然個際問講家置換盟國賢訊的要主黨巴陸續開抽。揖值於且

正符合間隙由自費訊的畫像 ， 且需以置馬拉手昔讀其他悟了史同時記載的棚位，阻

攔 欲"。號題名芷若者敘述扭扭棚 r 題名之躍馬拼音1!.5 - -段相關題名設中各欄
立分棚 r 攝馬拼音等 ， 路線周並到數畫畫:方式 ， 芳能符合國外的需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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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用 RLIN 字:to抽的建法，以朋追到一伙臉索所需質斜的揖昇 依續自

銀側，把隨桂騙自費料 (descriptive cataloging) 著錄時依毯上原字體缸，食。

由於會上輯用字體不一，如正體字或簡體字間，像 f il\lØI J 可書寫揖「台灣」、

「台灣」、 fll'<灣J 回種型式，雖然字盟不-.~，寶貴內容相同﹒為使於系統使

用若無盤錄用何種盟式 ， 均值一次跌到且時有的實料. RLIN 字彙植的設計甚可拉

法﹒

目字斃的監計I!!採各2哀樂容的原則 直直盟主團省質科聶犬的難眉之一郎為

字集的設計，迄今東E各圓未必有自己國家的標車字樂企1噸，按國ÐPJ暑於此種悄

祖 ， 因立，有人除品中士電扭曲譽秋戰國時代﹒在此祖亂俯祖下. RLIN 揖用中

主資訊直線鷗JH 個數;ël!l代表一個字符的昌在本原則，同時將中士賢訊置換醋、

電報研醋、中國大陸、日本、輯圖等有關的字 9位站眉種成一個字樂;其各家兼容

的原則可爾巴在祖亂中掌盤正確的單展方向﹒ lt閩中生字m標車的問盟目前的末

去怖. RLIN 各家賣會響的原則可供惜值﹒

牌轎擾哥哥擬中文要居索引的可行性 頭盟黨引的方法搞國置身世訊系統中目前

扭1萬風行的眾目i法立一，其最大置點巴如前述﹒中宣要囂的處理，先天上缺乏空

~ 給揖界的特性，因Z RLIN 盯~lli揭敢要醋的原則;此原則袋閻健E採用 ，連

;月 2 議，集合帽會館界人士及語言學家子以研究。
1之九 5美回RLlN 控入東亞語宜圖書資料電臨化處理的宗旨主一，厲以此提昇研究

的品質。日本一向把資訊觀同頁然資源一般重要 ， 國習屆世訊亦但揖在內。革Jj~遭

些盟章，先進國家軒擾控入噩踐自Ii屬實訊系統的行列。發回雖早在十數年前即關

甜此項工作 ， 然而聲展速度艦世，其原因之一是未有具體的系統模式盲l{兵參考。

RLIN 東E眉立倒會資訊系酷的矗立，有甚稱措東亞語立國I!贊訊系扭曲lIi例。我

們不但可以強法，同時I!!積極輯晨，迎頭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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