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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racl 

XML WllS∞mpleted in 1998 by the W3C. Th is paper (0甜甜 lhe anemion o!l 

thc issues of lhe XML-based Web pubJishing. Firsl of all. Ihc paper dcscribes 叭<

essential primaries of the el叫ronlC 叫帥enlS ， analyses the situation of the 岫

publishing, explorc the difficulties a叭d boulenecks of HTML. FUI1hennore ,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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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何 p'恥ses a 3-lier distribulcd archÌlecture for 個umenl managcm酬 Which

m.p刊 h，叫aled technolog他S of XML fam i!y. such as DTD. XML Schema. XML 

Namespaces. RDF. XUnk. DOM. CCS and XS I... CIC. ， ωthe corrcs)XInding ~iersι h 

.1詢問nec~s ~ha~ XML wiU p 句$ an imponam role in ~he 、Web integ隨而成 I f w~ 抽y

岫 ~he HTML was ~he 帥，叫ion of !h~ W~b. then Ih~ X吼叫 be vie叫“

the s~cond.gene r ation. XML nOI only provides a new mecllanism for data 

represema~ion. bu~ aJso Ilas tlle potentialω~x!end !he In!eme! beyond infonnalion 

delivery !o knowledge managemen!. Expec!ably. XML wiU CUI a generous swalll 

"'昀海 vaflOus 個 pplicalion fields. sucll as cleclronic publisllinιelec !rOnicωmmerce 

elec~ronic 岫rary. elec!ronic dala excllange. and dislance leaming. e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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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倌成 XML個帽投稿與下一代Webl.U眩越勢之研究 '" 
前 言

二十世紀是個偉大的年代，電腦、網路 多蟬飽，各種電子傳播科技的

種明與普及，不但消漏7賣訊傳播在時間上的種蟬 ， 更縮短T空間上的距

離，加速但使全世界變成7 個名符其實的「地賠村 J (global village) 0 尤其

進λ公元兩千年立後，資訊與通訊科技的進展更有個加了頤向幅壓(forward

bias咱可三極體(di吋'j一妞，呈現一種不可1&拾的搞自盟成畏過勢(紅一) .把整個

人類的科學文明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指數率J 雖是物理上的一團自然現

象，套用在人類科揖士明的進程上，卻也有圖分道理，耳聞定律( Moore' s

L'叫正好印證7遣個過勢{証~) .在遣一誼翻天覆地的新科控觀潮中，網際網

路(Inlerne l )無疑的是最重大的成段之一 ﹒眼錢 r Network Wizards In1ernel 

Domain Survey J 的統計， Intemet的主融數量近年來不斷呈指壘成晶，肚2棚

年 i 月已經高速的七千兩ãl電吉阿拉三) .儼然成搞 個超強勢的新蟬體 ﹒ 而在

Intemet單多資訊服務中，最壘國目的當屬壘球賣訊網(World Wide W恤 ，以下

簡稱W帆V謹、Neb) ﹒蚵兮. WWW體乎已經成7 1ntemet的代名詞，甚至對於

許多使用者而霄 'WWW就等同1t lntemet ﹒

隨著網路的種靡，圖曹與出版技術也還漸由傳統印刷形式，朝向全面電

子化的背向邁進，聶由網路， λ類的xft得以踩用數位化型態間1峙傅描 通

過網路，全球的使用者皆可共軍資訊 共用實揖﹒世電子出版的角度而霄，

W，b為一個隨惘酷 Intemet上的超文件(hypenexl)出版與管理系統. Web的體展

使得起文件觀意曹植齡人J臼拉回) . 如今，經由W，b產生的電子文件已蚵向蝴

揖網樣密密麻麻組成了 個壘球性分散式超士件系統(DiS lributed HypenexI 

System) .在此系統中， HTM L(HyperTexI Markup Language '超文件標注語

言)無蜓的掛i9i 7關鏈性的角色 . HTML是 圖個仕恆的愣住語言，也是建立

超文件的撩撥規範{缸瓦) . 由肚具備規裕聞甜、輯學島周、語法簡樺明肺等特

色，加上揖特的超迪峙 . HTML的確為 I ntemet土龐大的數位賀科與電子文件

提供7一陣有效的重合之道﹒但是隨著窗訊科佳的體廳， Web躍用愈來愈廚

臣， HTML的弱動也愈來愈明顯 ﹒ 其中最嚴重的，便是 HTML只能稱得上是

一種宣抖的「展示 J 語言 ，擅長版面組排而欠缺內容語章， 所以鍾鼎適合人

頭閱覽卻不利於電腦理解 其主宜， HTML的標單提是固定的 不可攝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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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應付多揖化的曙用﹒遣些缺點在電于出版、電子商醋、連距扭直接 電子

圖置館等全新領域垂直體展，並期望W，b朝向自動化、智單化目標邁進的同

時，謹成7 Web噩麗的大鱷噩﹒

有單於此，人們開站著手研究改進HTML的方諧，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可攝展擇佳話冒)便是在追慄背景下產生的﹒ XML具有可

攝展性、高度結構化和良好的賀科組攝能力，能蚵有妓表連網路上各種翔

說，聶賀科宜攝和處理捏拱新的體制， 輯預料， XML將成攝下一代W，b的

單吉拉衡﹒若將HTML比攝儒網路的單一誼革命，四J XML極可能蟬HTML之

磕為網路帶來第二滋革命性改壘，但使網路盟賣訊盧理階段時越到個報管理

階段，並將在電子出脹、電子高醋、電子圖曹館、電子賀科宜換、連距軸學

等商域展現其強大的應用潛能。樂多特點使得 XML成為一個強勢語言， 並迅

速撞得各界的主持及曹鹽﹒然而， XML基本語法雖無簡巨型，卻由扭其可攝展

性，目前已體展完備"正體展中的相關扭衡，個XML Namespaces 、 RDF ‘

XLink ' XPo叫"、 CSS 、 XSL 、 DOM 、 SMIL 、 MathML ' ... .~字如雨磕春筍

般出現，甜點蔚晶 主 XML大軍暉，值得XML的祖雜Jl!'&學習難度撞撞超

越HTML ﹒

本主試圖世電子出版的角度著眠，說明電子文件組成要素 ， 分析目前

W，b 出版的現棍，世而禪λ時解 HTML所遭遇的困惋與祖醋，握著基於文件

存取、盤古、傳矗、操縱、顯示等議題，扭出一個分散式文件管理架構 ， 並

摔討XML個關扭術在監一架構所紛庸的角色且功能，進而描轉出W，b未來體

展之過興興給闢﹒

二 、 Web出版的現況與困境

(一)電子文件的里，輯與分類

一幢而言，電子文件具有三項重要的構成要素

1 資料

資料(da la)指文件的寶貴內容(COnlenl) ，但括該份文件所有的文字 圖

酷‘聾絡聲音、監像 等內面部分。

2 給檔

結構(structure)指文件的組織梨構和崎層關暉，姐姐名、作者 、li'1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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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

3 表現

表現(prese則ation)指文件中的賣料經由各種展示媒體(如壺，據‘卸責機

動字棍、嘲叭等)所呈現出來的外觀禮式、服面蝠啡、聲響﹒

'" 

若將文件與λ體作一類比，買IJ結構戲曲同人的骨架，資料則相當肚肉

體，而實現戲形同外貌， 三者相輔相成，酷且一個完盟的賣訊描述體系，因

此本主特將tIt三者合稱為「電子文件三要素」。

電子文件但其結構性可概分為三大頓(益的

1 完全錯緒化文件

結構性完整的文件精揖完全結構化文件( fully slruclured document) .例

如，在關連式實料庫(relational datab帥的關連戰relat的n table)所儲存的每一

倍記錄(record) ，都有明確的攤位(field)定輯，每個欄位的賣料型態(data type) 

和大小也都清清楚楚，迫使是完全結構仕主件 互相和l閉 MARC所著蟬的曹

目資料、用 Dublin core所描述的網晶宮揖等，也都屬扭此類﹒由於文件中的

結構化賣訊是一種Metadata '記餓著有關資料的資料。he data about data) ，因

此置一類型的文件非常適古進行欄位被當﹒

2 完全非結械化文件

毫無紐醋的直料草毫無結構可循的文件，稍為完全非結悄化文件(fulJy

unstructured documenl) ，個遍棚、監控數據、聲音、單多臨窗料、缺乏段落結構

的主主窗料 等﹒置類型的文件在儲存時較厲簡單，然而由於咒缺文件

皓構實訊，懂得掛薰按構相對困難﹒

3 部份錯械化文件

大部份的文件都是介於以上兩個極端之間，屬於郡的結構化文件(par lÌ aJ

structured document) .憫削，一般文獻中的題盔、作者、摘要、豈能節段落等都

屬於文件的結構化賣料，段萬中的本文賣料則團酷非結構化宮料 而HTML

使用標錢來標注文件內容，也屬於部份結構化文件 ﹒

如果電子出版的目的懂在位如何牌電子文件頤和l呈現在讀者面前俱其閱

覽，則只聖使用適當的「表現」方式來展現出文件的「賣料J 即可，不太需

要考慮到文件的「結構 J 問題，就此 眉立而宮， HTML E經相當足掏﹒但

是，如果要更有殼的管理‘儉5億 空揖W，b上里指數成員的電子文件，如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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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加強其結構惶不可﹒

(二)HTML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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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是誰SGML (Standard Genera1ized Markup Language '樣童醫適用標

注語宮"貪壁而來﹒ SGML體表於 1986年 ， 是一個電子文件製作及宜值的標駕護

(ISO 8879) . 它聶由 DTD (Document Type Defini1ion ' 文件盟則定聶)東定聶擇

盟及現觀主件結構， 並以其所定麗的開盤來標注文件的內容 ， 以i1í1串電子文

件能在不間的電腦系統上進行宣換與應用﹒ SGML將文件裡的每個荒蕪區分

歧置輯的、古T預測的結構 ，形成 個賣訊描述體系， 具有問平台 、 結構化

可移船 、 可揖展 等特性， 連立7文件共擎的基礎 ﹒但由~ SGML走過龐

大祖雖 不輯學習旦使用 ， 因此並未撞得普及﹒有鑑於此， 前m Berners-Lee 

胎 1989年提出WWW概念時，乃揖接、叭NW的帶來而以SGML定輯7適合起

文件使用的 HTML語雷﹒由扭 HTML具備規絡IUI敢、品學眉用 、 語法間潔明

暸等特色 ， 加上獨特的超連結功能 ，攪得 HTML在短短數年內迅速普及，成

R寫作W，b士件的主要格式﹒但是隨著窗訊科技的睡醒 ， Web ll!周愈來愈l血

話， HTML的弱點也愈來愈明關

I. HTML著重在窗抖的表現，社版面格式、體竄騙排方面性能卓越，但

在以結構Ic于J式有效組織資料的能力芳面 ， 卻表現平卒 ，值得 HTML文件在

gg Q:(semantic )上缺乏自我描述性﹒因此 ， HTML士件較適古人頭閱讀卻不利

肚懷器理解﹒

2.HTML~一個個定用途的標注語言，無法恨睡不同謂攝的I!用需求，

由士件作者自lT標單 ﹒ 此種無法擴展的特性也就侷限7它的體展﹒

3.HTML牌電子文件的資料、桔機和表現三要素宜攤在一起，使其內容

雜質過多，以致肚祖祖此種「不純」的士件中擷取有意義的資訊時困難度增

加 ﹒ 雖然採用層組樺式表(cascade sty1e sheets咱們$在表現部份獨立胎結構化資

料之外，可以有效的改善此 問題，但至目前為止似乎成果有限﹒

4 內容扭供者、版面組排者、資料著歸者對 HTML文件所作的任何盧

理，由I.Q.蜀道行原站碼內容之更動 ， 不符古資料虛理原則﹒

由肚 HTML有道些缺點 ， 所以體展出許多改哥方車來提昇其性能，例如

輔助動態 HTML (dynamic HTML) 客戶端和伺服端的各類型 Script程式

CGI捏式和外掛程式(P1ug-In s)等蟬增功能， 可以完成動態網頁展現、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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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通訊屆定轉換、網路宙Ifil鹽告等，迪是近聽年W，b大戲真梧的主要原

因﹒不過，迺些基於HTML先天缺陷所授出的解訣方車，卻也是促使 HTML

文件愈來愈「不純J的罪魁禍首﹒現令，在的 HTML文件中 ， 極可能除7文

件本主和有關的結構 、 揖式等標單之外，尚且買蟬7眾多興資料無闊的字

型、顏色、外觀等標盟及屬性，再加土s"明程式攝制各軍瀏覽器廠商自n的

稀奇古怪功能，怎堪個「亂J 字71學﹒

資訊化社會所感固蟬的不是賣訊的瞳旱，而是賣訊的氾檻﹒如今. ~; 

HTML為主的電子文件充斥在網路上，其內容立亂象單生，不但造成電子資

料的把暉.]!!引體7資訊儉肅的問題﹒做宮之，由te HTML過度著重E形式

的呈現，而忽略了以結構化方式組織資料，使得在網路上進行資料攪直及資

料笠揖時聶得雅觀而缺乏效率﹒因止，為了蠶使用者在措捕的網海中能頤利

查找到所需資料，實訊儉索拉術在遺體年內有許多突酷性的進展，而基酷資

訊棉索技銜的搜尋引擎(search engin的) .頤理成葷的也就成7網路使用書畫找

資料的主要由據。

(三)資訊陸軍控樹的研究

網路所標榜的終極目標，是要使任何人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

撞得所需的任何資訊草服務(ii七 ) .因此提供使用者一個有效的責訊綠軍機

制，便成為W，b出脈所應考盧的重要課題﹒

賣訊儉章(lnformation RctrievaJ ' 簡稱 IR)挂甫歷經監+年的體展?且積7

不少經輯與成果，個幫哥[O nd e xin g)撞樹(紅八) 自動文件分類(au lOm alic

document class的catJO的技術(已九}、全文俊索(full-tex l retrieval)技術(紅十) 個

懈固饋(re\evance feedback)(ìi十一} 自然語莒盧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及跨語資訊樹葉(cross-language information reuieval)按術(訟十二) 多k革開資訊

檢索(multim吋 ia informalion retrieval)搜捕(紅十三)等﹒近年來由於電腦科輯的

體展及各領蜻研究人員的控入，實訊儉5億吱捕漸漸朝向跨頓域!I!古肯向韓

膺，師資訊過蠅(informat羽 n fïltering) 、賀訊擷取(inform品的n extractlO吋 、 實料

挖攝(dala mining) 智聾型代理人(întellig胡[ age叫萃，使得資訊織當成7一個

多元化的研究術經費 ﹒ 學者 Michael Lesk 將資訊儉?監控術的體農歷程 缸 1945

年起以每+年攝一年代劃分，每個年代都有重要的要瞄與進展 是陳解近代

資訊儉索技繭禮腥的直要主獻之一刊主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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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厲賣訊儉索系統架構圖﹒其中，女件賣料庫中的文件聾古但由umenl

set) ，經由文件分析過程，抽取出足以描述文件的特曲(feature) ，以簡化陸續

的槍索盧理程序及捏昇儉索妓能 當使用者綸λ檢索幢件時，查詢模組則針

對使用者的線索詞句謹行查詢分析(query 阻alysis) ，並將此查詢映射(mapping)

至宜件空品加document space)中，以便進一步與文件進行儉實曲理 檢索盧理

慎組經由計算「直詢」興「文件 J 之間的「相似直 J (similarity)而完成比對

(matching)工作儉索結果最值輸出至使用者的被祖裝置上:著使用者對系統

撿曹結果不滿意，可謹過E動式人機介面(înteractive men-ffi前h;間 interface)對

系統進行相關自饋，以便睡正恤紫單峙，軍漸迴近所需的結果﹒

在文件分析過程所抽取的文件特懂，是否具有足闊的代表性且能充分描

述盟份文件，對肚盟個檢需系統的銀能有使定性的買主曹﹒回現奪 (recall rate卅日

開眩率(preαsion rate)是評估線軍系統效能的兩大重要指標(1i+.n.) ，兩者經常

無法兼得﹒君不見揮專引擎動輒成千主百篇的幢實結果，回現率有位而帽確

率不且，往往造成使用者資訊需求上的額外負揖 巨且，若懂顧及間信封僅如l

E往往祖牲回現率﹒實際上，文件中的結構化資訊，經常是特價抽取時非常

重要的指標，實飢儉實系統在進行文件分析;;1(輸索峙，通常可以藉由文件中

輯構化實訊的輔助，簡化分析過程車扭高檢索效能﹒學例而言，當對文件進

行自動關鍵字擷取(k叮word extraction)R句，閻名的詞彙就比一幢本主的詞，陸來

f尊重要許多﹒因此 ，加強文件的結構性，增加描述資料，對It間化文件分析

過程，捏升艙蕾帽確率有極大的幫助﹒以此觀之，在體雇主士賣訊險章設備

月于
團 l 資訊按索系統集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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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加強Metadata(包+肉的著錄，不失為另一個解決網路上電子士件亂象

並捏昇檢索精確辜的有體方草﹒

(四)Metadata的單歷

M叫adata是個極為普遍的慨悲?在日常生活中，四處可見metadata的蹤

e;例如可以用 {CPU型號、記值體大小硬碟機容量 ]遺組meladala

來描述每部個人電腦的現裕，所以我們前以祖清聾的知道配備為 { Pentlum

11350 '64MB RAM '6.408 HDD. . . . . .}的A電腦 ， 比起配備為 {Penltium 133 

16MB RAM 、1.5GB HDD "... . }的 B電腦來得高檔許多而對於出版品實料則

可用{曹名 作者 出版社 ]迺樣的m則甜瓜a來加以描述﹒為7讀 metadata

體揮更大的胡效.Iß是λ們開蛤制訂各種 m"咽'"標單以快過帽 ，圖曹閻長

期以來所沿用的機讀緝目格式MARC ' 就是用來描述曹目資料的 metadata標

單。在網路盛行之佳，為了因應既多且蟬的電子文件，讀使用者都能盡快而

且稍確的找到所需賣料，陸植制訂出來的metadata標准也就愈來愈多﹒

目前已哥華展成熟草正體展的 metadata絡式眾多， 通用於不同祖單及用

諱，個個早已普遍使用的MARC家騏(USMARC 、 U KMARC ' CMARC) 、

PICA+等海為描述科技文獻 BibTex 、 EELS 、 EEVL 、 RFC1807等專聶描

述λ士社會科學資醋的 ICPSR SGML C吋lebook Initjative 、 TEI Headers等專

為描述政府資訊的 GJLS Core Elements 轉為描述地理空間資源的CSDGM

(Con旭nt Standard for Digital Geospatial Metadata) 再為描述博物館甜品與擋車

持藏的CDWA (Cu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ìon of Works of A的口MI (Compmer 

Interchange of Museurn I nformation) 、 EAD(Encoding Archival Descript的")等 1

以及專為描述大量網路賣醋的 Dublin Core (DubJin Metadata Core Element 

Set ) 、 IAFA /WHOIS +-t Ternplales • LDIF (L igh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 SOJF (Summary Objecl Interchange Format) , URC (Uniform 

ReSOUfce Characteristics)等(位十4月﹒

在現成的 HTMl攪峙中，大部份的標矗都著重於士件外觀及格式呈現

只有極少關於文件結構之描i辜者(如 <HEAD> 、 <META> 、 <BODY>

動，加以HTML並木具備可攝血性，雖然可且使用 <META>標盟在HTML文

件中著錄 meladaw. '但仍不問理想 。 XML的誕生正好提供7一個可行的解決

方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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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XML與下一代Web

(一)XML緣起與目標

1996年7 月 rXML工作小組 J (XML Working Group)在W3C (World Wide 

Web Consonium '全球資訊網協會)的贊助下成立(此十八) .當年 ) ) 月褪吏

XML初稿，並肚 1998年 I Fì 10日正式通過 XML 1.0盟啞，成為 W3C的一個

控措標准(Recommendation) 0 由肚 XML具有可輝歷性 措禍性、自甜描述

性 1 並輯、用資料和陣式丹離原則，使其在資料的管理 吏揖土蟬有極為學越

之性能﹒ XML和 HTML都~SGML揖變而來，只木過 HTML是 SGML的一個

應用語言(application) ，而 XML卻是 SGML的一個相間于盟(subset) 0 XML將

SGML去報存膏，捨發約20%國雜軍用的部份承髓7其他 80%的特點!是

以具備了 SGML所祖有的簡品性與誼活性，立有著 HTML所欠缺的攝展性與

結構性﹒因此，研 XML厲主導「第二代WebJ的重要控術買不罵過(註十九) • 

XML的體展開使得許多理想得以官1如u二十}

1 世進國際化蟬個獨立(media-independe叫的電子出版﹒

2 允許產韋伯1定輯平古獨立(platform- independent)的協定來進行資料主

懊?尤其在電子商務方面﹒

3 以某揖形式傳送寶訊給使用者代理程式(user agcnts) ，使真能在接段之

f主自動處理 ﹒

4 讓人們祖容~便能使用平價軟體來處理資料 -

5 允許人們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廟示賣訊﹒

6 提供m"必da!a '不但能書幫助人們找到所需資訊!更能幫助宙訊生產者與

禍甜苦找到對方﹒

不過， XML並不是世謹展出來取代HTML的。而是用以彌補其不足的

XML相較悟 HTML至少有以下幾個重鹽差異

I.XML文件的作者可自lT標盟(!ags卅日屬性(auribute); HTML則否﹒

2.XML屬於輯用途的標挂語言!而 HTML則是 種特殊用途的標注詰

吉﹒換言之， XML是 祖丑語雷 (meta-Ianguage) ，可用以生成其他語言

HTM L f{IJN. 

3.XML苦重社文件的峙悄 而HTMUliJ擅長杜文件的表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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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XML文件的作者可選擇性的利用 DTD~XML綱要(XML Schema)來健

認文件的有般性 HTML~IJ否﹒

(二)XML的可擴展性

XML既可視為一暉在W，b上過立結構化文件和資料的通用格式(universal

fonnat) ，也可觀肩接鹿其他曜用語言的揖階語法(low-Ievel syntax)(li..=.一) .還

說是 XML棍稍為meta-Ianguage的原因 1 也是 XML最引以為傲的可攝展性﹒目

前已有許多經由 XML所定聶並使用肚不同領級的II!用諾言，間相應用肚數學

方面的MathML (Mathemaücal Markup Language) (批斗二)、應用於向量圓的 SVG

(Scalable Vec[or Graphks) (1主二三) 腫用於多蟬體頡睦的SMIL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Integration Language) P主二四) 應用於描述網路賣輝的RDF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社二五r 應用酷網路推插頻道的 CDF

(Channel Definillon Format) ( 1.主二六) 等﹒圖2消聾的說明7此一概念，展

現TXML無限I!I鹿的能力 ﹒

林倌成 XML相關咬衛與下 代WebHl飯鐘，悔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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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興應用語言(1主二七)

(三)XML的自我li述性

XML的標單可t直接不同的用撞來定聾，因止在語.fI/胃次上且備一定程度

的自我描述(self-descri pl ion)特性 ﹒遇到位提昇處理捏式解讀文件內容的能力

間進行自動盧理的效率有著莫大的幫助﹒國3是 個簡品的XML文件 可 不論

就人的或機器的觀點都很容昂理解其責抖的酋宜。

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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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阿rsion，，" 1.0' 叫ing_"ßIGS"叫怕的叭叭

<!Uh 
<JSßN>9.n.23-12 j.S<IISßN> 
〈書名，M過V幅ual Basic 6純式設計d會各》
〈作者，

〈姓名叫'.j:.fðl這是d誰也〉

"風屬單位〉燄iI夫舉d毆 ffla位〉

4 年者〉

4山風風社〉第三核資訊<lW販社〉

4'" 著〉

圖 3 -個緝毒的 XML 文件

(四)XML的話惰性

XML具有單裕的規ji!以擅自E庸恆的應用，因而造就7XML文件強烈的

結惰性，在資料曲理和機器理解肯面具備了先天慣勢﹒草也是但使XML迅速

成為重要體讀格式的主因之 . 

XML文件可根攝其桔構性概分為兩頭(社二八)

i 完構的(well-formed) XML文件﹒

2 有殼的 (valid) XML文件﹒

一個 XML文件只要合於 XML規靶研制訂的語法規則 ， 便可以iR容昂的

具備「完構性」 不過，要遭到 f有效性 J' 貝呻余7滿足語法盟則外，尚，ø讀

過揖某些額外定囂的語意才行。 XML盧理器會很接XML規值所定矗的完惰

性和有效性來查結文件內容， 且體現不合規定的文件便會拒絕盧理並告個

使用者，還對肚在網路上進行賀科空揖與實訊共軍是非常必要的一凡不符

古位認標準的賀科可以不被接壺﹒「文件顯盟定輯 J ( D ocu m e nt T y pe 

Definition '簡稱DTD)和 rXML調要 J 是 XML盧理器錢以確定文件有效性的

間大重要機制﹒

(五)單輯祠檀式分雌原則

XML強調的是如何以適當的結構東組揖資料，對於?f在的表現則，ø，酒還

過其他擷示攝制才能連成﹒還就是 XML文件的內在 外扭扭H賣料‘悍式)分

離原則 ﹒ 還值得文件作者只要再注於內容的價窩 'IT脾擷示賣訊的任軒史由

眩面設計者車使用者 1 位路不同需求來歷現 ﹒ 個虹 束，同 帥文件草資

料 l 將可在不同蝴古呈現出不同的風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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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Ml所帶來的效益

體而言之， XML至少將帶來如下斂益

1 就資訊輯眾方面而書，由於XML竇料具有自我描述性質，因JIt可以提

供語意眉立的攪辱，撞車全面性的盲目控奪，進而揖昇檢索結果的帽確率﹒

迫在網路文件氾瞳成盟的今日尤其重要 ﹒

2 對於系統的閑置，而言，由5至 XML具備可攝厲性、資料興揖式分離等特

色，各個系統可恨擅自身的需求，對XML賀科進行其他加值盧理﹒迫使得

W，b躍用程式(Weo Apr的ication)智麗更具彈性﹒

3 由於XML文件高度結構化，值得XML可以很容昂的和目前巴經體展

戚熟的各種資料庫管理系統 DBMS)進行資料宜換﹒置意味著來自不同管遁的

實料牌可以輕島的聶自 XML加以整合﹒

四、分散式文件管理模式

(一)主圖式單槍

由於網路與實訊科植的體展， Web出服運漸地朝向「分散式系統J的ñ向

邁進，而分散式系統直可區分為「同質性分散式系統 J (homogeneous distributoo 

syste叫和「異質性分散式系統 J (heterogeneous distributed system) .在「同質

性分散式系統J 中，同一個犧關 行號草企業組攝可以間越空間限制，如省、

L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前組文件，示.. 'l'rtII!冒:文件，重合iI理<Þ-C，> 後蠟文件資料庫

功健實科副示 功能資料"績，重合‘"" 功，老實科儲存

團 4 分散"文件官理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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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醋，甚至國押，將其文件資料庫分散在網路上﹒它們能獨立作單完且E

i費性的曜間，也能臨此關聯完成單體性的興動﹒在「其間性分散式系統」

中，不同的懺閥、行號草企單組醋的耳聾合作，值得原本各自獨立的異質性

資料庫悍以時組織的完且盟合處理，以連成鹽體直插共擎的目標(社二九) • 

一個基於XML的分散式文件管理懷式，其策措伯國4所示﹒在此三層控

式中，結構化的 XML資料可以被分別儲存、盧理系日顯示﹒個同賣料庫管理系

統朝向時散式架構揖且一樣，分散式立件管理系統勢必成為網路電子文件整

合管理之標史學架構﹒

以下便東探討XML相關技術在此一梨構所掛樹的角色及功能﹒

(二)主件資制摩

文件資料庫里文件一的儲存場所﹒迺些文件來自作者 體行者jj1(其他來

觀 分別l以各種不同的捕;;;絡式存敢在各盛的伺服器﹒這些伺服祖本身可以

連過文件的原始桔式對其進行各種盧理﹒原描士件可踩用封閉式車私有性絡

式，雖然不影響本地處理，但若欲與連端系統互相傳盟、空換 外孽，自'1必

~開價成值此可撞壘的他武﹒ XML的聞單化與間組性，正好鍵供一個電子文

件史揖(document interchange)的可行機制﹒ XML文件必須是完情誼有效的 1

而 DTD單XML騙要正是定聾文件桔構的盟要攝制，也是輯mXML文件有趣

性的藍圖﹒ DTD是沿艷自 SGML的搜捕，主要用撞在於定瞌主中的丑紫型

態結構、範園、順序等，以作為摸到XML文件的藍本﹒不過 ， 由於DTD踩

用的語法規貝IJ~! XML不同，不重提 Namespace '所使供的資料型態相當有

限 v 並且揖充能力不足胎是有4、要睡醒個類似DTD 3Z能跨越其功能界限

的機制，以作為定聶士件結構的全新規驅﹒是以W3C便在 1999年 2 月 15 日哲

佈 份 rXML廟里需求曹 J (XM L Schema Requirements)(紅三十) ，說明 DTD

不足之盧及新制訂XML攝要規範所必讀符合的要求 ，並在 1 999 佯5 月 6 日 !

首虛謹佈 XML揖要工作草草，陸經多番t革前，預定在 2000年中期提笠、、 3C

審誦，以便成為建議標準p主三一) • 

。'TD比起 XML蝸耍，且有卸下世點，因此短期內仍有 定哩勢

i 關注的主扭所有SGML和大多 XML工具程式部主扭DTD ' 許多文件

給式也都主扭 DTD ﹒

2 盟富的經驗 DTD使用多年，已經單樹許多扭扭紐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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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眾多的應用 世以千計應用於各頡單的 DTD' 早已曹遍存在棋λ使用

(位三二) • 

然而就真閉路勢而言 ， XML調要因吳有許多 DTD所不及的特色 ，預料

將運漸成為定矗XML文件結構的重要技術

1 具有目富的賀科型態，相聲!111布林 日期 等，並可由使用者自

1.T資料型態﹒

2 主扭Namespace ﹒

3 使用 XMUfl法規則，因此主件作者不必另學一套特殊規絡-

4 設軒主捏 XML鋼聾的軟體，連!tDTD容島-

5 具有強大的擴展能力﹒

{三)主件質合 、 傳單與操控

連過不同的凶定轉換。色圖不同絡宜的賣料可以轉成XML絡式，值得

XML在文件盟合方面，掛檳7一個適用盟成器(universal hu峭的角色(拉三三) , 

而XML的名稱領域、 RDF 、 XLink等正是主件鹽古不可;1(缺的車要投術﹒

1. X\!I 名稱領域

不論問質性;1(異質性的文件資料暉 ， 都司追過 XML定現不同的詞彙盟

(vocabulary)加以監古，然而當分散直跟通過不同詞彙蟬，在同一份XML文件

中被引用草參開時若是不同詞數雖使用了個間的j{j食品啊，肚時便產生~í揖

ì.因此 ' XML進行古暉監告時CØ揖注意丑孩也繭的唯一性問姐﹒ XML名稱閹

揖(XML Namesp~臼，)便是為解訣元彈命名曲突所體展出來(此三四}﹒恨峰、叮C

的定聽 一個XML Namespace是使用 URI {Universal Resource Identifier ' 致

性資源論別碼)請想'I的名稱扭 z 用加 XML文件中作為元車型別和屬性名稱﹒由

肚U別是唯的所以Namespace可以保證士件所使用的名稱是獨無二的﹒

XM L Namespace的宣告是由 xmlns 伴隨著 個自訂的前導字(Name

space prefix)和個UR) 名(Nam的pace name)所構成， 亦即

xm!ns namespace_prefix = namespa間 name. 開如

mπ吋ns ediz'ht!p~ 佬"明=種R電orgIKhem，'>

d 也dil這繭.字〉

<' .. hnp:J/ccommc叫“且，叫..，為 UR[. ->

<'._~為元到廣名筒，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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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DF :資據描述架構

文件單音為實甜整合一壩，而賣揮監舍的重大識趨之一是 如何懂得所

有植整合的事物不但是「攝器可謂的 J (machine.readable) ， 且更進一步是「機

盟可理解的 J (machine-understandable) 、置和人工智慧(甜的血1 、 intelligent)讀

層最久以來聽力酷捶昇機器智能的宗旨不路而古﹒ λ類的思雄過程不外乎藉

由各種管道鹽取蚓識(knowledge) ，然陸進行推理(reasoning) ，最f全做出決m

(decision) .由此可見，如織乃是人類智聲中極重要的一環﹒然而，相識的鹽得

需聖經過資料處理及賣訊管理的過程才能軒敗，個團5所示﹒大量的資料經過

組攝整理立住成為有用的車訊。而樂多的宣訊經過歸納演揮之鐘，才能柵

成個識有7足蚵的翔說才能做出正確的推理與袂暉，此乃人傾思維的基本體

系﹒因虹，要讀機器個問人頭 揮能「理解J 事物，就必主固體展能夠具體實連

個誠的肯式﹒缸里，個識聾撞(knowledge represemation)迺 鬥暉討個何利用不

同慎式有效描述人類個囂的學問 1 謹運漸成為人工智單一個極重要的研究頡

攝﹒目前 ， 巴被提出的姐說費遠模式眾多，較重要的有 語!:網路(semantic

nets) 、框架(frames) 、生產法自Ij(productîon rules) 、劇本(scripts) 、直輯與揖古

(logic and 興的〉物件向量表示法(0旬的叩凹led represenlation)等陣三五) • 

知.. 

Knowlcdg.~ 

"飢
Infonna岫

賞"
J)ata 

國 5 知議的是應成

網路實體若能予以有般盤古，將逮捕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個識庫

(knowledge base) .輔助λ飯單行推理與祖覽﹒然而 '的今W，b賀科體亂、資

訊氾檻 ! 若要借助機器之功，完成全自動化的資甜監合與個鐵粹阻，以目前

之資訊科段而言，實仍有許多困難 若要完全利用人工方式，對龐大資料進

行組織與盟理，立力有未迪﹒因此，在懷胃 W，b立件時，由作者草草草單單人土

著錄 metadata 提供足蚵機器理解之資訊，實攝 可行方軍 ﹒ 而Jlt祖粹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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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meladata的行為，實際就是 糧站識擷串的過程，所產生的metadata即是

個識的且體表現 l 有鑑於此. W3C乃大力倡導「賣源描述架構j' 間闡RDF'

作為盧理 metadata的標準攘式，值得 W'b上的應用程式可續以直換「機器可

理解的」資訊(已三的﹒若是世λ工智體的角度觀之， RDF實可裡為 睡個積

量連 ， 其實料糢型將直源表示成特性(property)與值(value)的關蟬，相當於

「物件屬性值」三元最示法(objecl-attribute-value triples) (此三七) ，而用來

重揖賀輝與屬性關係的RDF圖聲明DF Schema)(ii三八) , ß II頭似實體關協圖

(entity-relationship diagram)(ii..:己九尸然而， RDF的宗旨並不在肚建立一個專

家系統華人工智鹽系統，因肚，在 RDF中並未定矗任何的推論機制(reasoning

m，抽血ism) ，而懂聶助問踐表理技商來t晶述 meladata 、建構組鼓暉，值得系統

間讀者可以祖草島的自行在此個識庫上建立所需的推論引擎﹒

在 RDF賀科模型中，所有被描述的取物一律稱為「直觀」﹒每個直揮部擁

有些「特性 J (properties)作為描述其外觀特價聶團性之用﹒描述直觀與特

性的表示武則稱為「敘述 J (statement) ﹒ 一個組述但吉「主訶 J (subject ) 、「連

詞 J (pred icate)和「壘詞 J (object)三部的，可置示且一個三元式 { predicale.

subject. object} .草間商店{p， 5, o} • rlt三元式等問於一個起始於端點s經由直

線p指向端艷。的有向圍(directed graph) ，個圖6所示﹒其當軍馬「賣源 s有一

個團性P' 其個是oj 或更簡潔的說法 r，的P~OJ ﹒

p 

資語歌 "性 個

閱 6 泌有向國永成RDF敘述

例阻，一個描述網站直醋的句子 r hnp:llmai l. tku.edu.I w/sc1in 的 crealor

~ Sinn-Cheng Lin J '其對躍的RDF三元式敢違晶

{ CrealOr,[http://mail.tku.edu.tw/sclin],“Sinn-Cheng Lin"} 

其資料償型個圖 7所示﹒

叮'Ulor

hUl';Ilm到 l.lku.cdU ， (w!sclin

國 7 RDF敘述之M 品資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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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肚更哩蟬的敘述，例如 r hnp:11 mai 1. tku. ed U. t w/scli n 的 creator是一個

p"，，，凶 ， 他的 Name是 Sinn-Cheng Lin ' Email是 sclin@mai l. t ku.edu.twj ，則可

表示成如圖8的結構化資料做型﹒

叫“

也丘之竺坐坐坐坐 1'~"tSOn 

叫H

schn@叫u岫，.

圖， RDF敘述之結械化資料被型

由於XML文件具有標准化、開放性、輯惜化及自我描述等特性，因此極

適合作為 RDF的實作語曹﹒在 RDF中，揖TI.史文件讀寫鹽方都能時解甜述的

含章， ~，、溫定矗值此能理解的話彙，稱為RDF鋼要﹒然而 ，不間的RDF調要

極可能定輯了同名的詞彙車 1 以至於一旦同時在同一份文件被引用草參照

時，將造成衡突﹒揖7避免此一問題， RDF採用 7 XML的名稱領域作揖解構

方案﹒直以上述觀憫說明以XML實現RDF敘述之方式，個團9所示﹒

<?xml vc..ionz" 間有
<<<, 叫到

xmlns rd(",'hllP' /I....w 紅的.org/l9991t泣n2-rdf-symax-ns#'
萬mlns ~s"hl(p' I!dcscri啊，"啥Jschcmaf"'，.

剖f ' I)cscripliOl1叫，，"hUp ，叫"叫叫肌
。 C=峙枷 Chcng 1叫 C"，.研

<irdf' ()、:scn恥晦0>

<1rd f ' RD I',. 

團 9 以 XML贊成 RDF之敘述

在 RDF.s但構中採閥割掉自林核心血(Dublin Co肥，簡稱OC)是描述W，b文件

事E網路資源的有般方式之一(位四十)﹒其用法個國 10所示﹒

3.XLi 們k : X\ll . i!.給被制

實甜盟會的目 個重大說題是 個何將實源連結起來﹒眾所周知，

HTML的描元素(anchor element)不[Ji!I!M:元素(I ink elem間。是目前Web文件的兩

個主聾連結機制，已經闡証使用許多年 T .然而 ，連結的睡類單多!蚓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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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叫叩泌的!T'?>

副f: RDI 

.mlns 耐....hnp : IIwww.w3.orgI l輛份扭2-rdf.咖叫，，"

xmlns : dc....hup : ''''''叫樹Yl.咱也laldublin_corcl" ，.

<rdf : Dcscrir訕。.，也out....hllp : Ilwww.dlih.org"> 

<OC : 111Ic>D.Uh PmRram-Rescarrh in Di~吼叫Li伽ll';CKldc Ti(Ic> 

<oc : De$oC洞"的，.Thc D.Lib prClgram supporu Ihccommunily Orpe叩 C

w;lh 即興an;h inlcreSlS in dig 旭 Ilibrnri四個d elc'ClrOI1 ic pubhshing. 

ddc : Descripl 翎〉

〈此……For卅岫.，… Jni(ial叫咱削i$l>cr>

<oc Da叫99S-O I -07<1dc 加，.

<OC Su姆C<~

叫“: ßag> 

<rdf: li>Rcscarch ' s...li叫lmelhod叫: 1i> 

.adf: 心auon. rc叩h. rcla 叫帥的叫 li>

<rdf : li>L 甘當y usc Smdics<1rdf : li> 

<kdf: Baa> 

<1oc Su叫“b

<dc; , Typc>WorJd Widc Wcb Ilomc Pagc<ldc TyJ1<.'> 

.oc 阿l>lc.伽 m'社 Fonn3l>

<oc Languag戶x:n<ldc LanguagÞ 

d叫 r : Dcsc討 )11011>

<lrd f :肌

國 10 RDF與Metadata 以 Dublîn Core為例(啦，，-)

'" 

連結 多向連結、索引連結、節里血肉詮間連結、 IS-Ai盟結 HAS-Ai車結 誼

會連篇執行連結、自動連輯、煩型連結等(祉田二) 0 HTML的連結只不過是

基本連結的腫，遇有許多其他類型的連輯是無法使用 HTML完成的﹒因此

XML價肩負了增強連結功能的重任，不過在 XML規估中並未定轟任何連結方

法來改墮 HTML的現狀，而是以原有 HTML的連結概念晶出聲點，延伸出更

強大的方式來直理直結資訊。肚 延伸機制稍為 rXML連結語言 J (XML 

Li nking Language) ，簡稱 XLink(lï四三) • XLink 目前仍是 W3C的個工作草

草(working draft) ，尚未成為建議標種 ﹒ 為7與 HTML的簡軒連結相容，並褪

阱更強的延伸助能哄人們使用，在制訂 X Li nk規描時，簡屬性、可讀性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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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性、實用性等，便成7首要考量的蠱個重要設計目標(訟圓圓尸 XLînk定義

7兩團主要的連篇 關島連結(simple links卅日延伸連結(extended Iinks) 0 簡揖

連結雖然揖供類似HTML的組元罪功能，只需要一個定址器(1前ator) .只能連

結至IJ單 賣暉，只能作fjt向連箱，不過也且備 HTML所控有的能:IJ.例如可

以定輯連結的話蔥、展現、動作、行為等﹒延伸連結可以連結到不定數量的

資源，可以作相關單結的過濾，但需要將定址器元聶男外置般在與擅聶元剪輯

不同的興告裡﹒此外， XLink置揖棋了延伸直結群組(ext間d甜 link group) ，以

便建立 個叫童心文件來革中管理各類運結(訟回Ji) • 

4 即“ 文件物件模型

由於XML文件是一種基加文字橫式的開放規措，因此，文件傳撞開回v

ment delivery)的工作可以個向普通的HTML文件一妞，直接追過Hπp通訊國

定完成﹒若男外要對 XM L 文件賀科內容進行其他加值盧理草操體

(manipulation) ，則可遇過W3C制訂的介面標單「文件相件懷型 J (Document 

ObjecI Model '簡稱 DOM)為之(已凹的 。其實 DOM並非是針對 XML置身定

可 做的，而是哥華普遍適用扭頭似 HTML 、 XML等文件的單用程式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ñace • API) 0 在DOM的規靶中，定轟了文件的

矗輯結構叫且存取、盧理、揖縱立件的方法﹒藉由DOM ' 電腦程式可輕昂的

建立文件，可在文件結構中來回穿佳，甚至可新增、體現單刪除文件中的元

素盟內容﹒制IT文件相件模型的聶重要目的之一，是在不同的作單平台和躍

用程式之間捏供一個標準的程式介面﹒因此， W3C所倡緝的DOM' 是一個

語言獨立的規格(language-ind叩endent specification) ，可在不同作單系統中，

使用任何程式語言加以實現﹒

由加網路上實料分耳IJ存艦在各種吳世系統中，而XML以文件方式來插述

各種資料的作法，值得∞M居7管理賣料的有對撞哩.在DOM傻型中，文

件中的各個元賽(element)都被視為一個一個的節盟(，吋'j .而鹽份丈件則植描

述且樹賦結構(tree structure) 0 例曲 ，圖 II 是一個以XML攘喝之間島圖書目

錄，若將此XML文件以∞M展間. ßIJ醉成師團 12所示的樹狀結構﹒圈中的

矩形方塊置示文件中的節酌， 而開圓形頁。為該節點的內容﹒道揖的賀科結構

可以很容島的以程式加以盧理，個新增、草改、刪朧的點等﹒而造些動作主

好就是士件盧理所需的各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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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叫 vα宮 。 ." J .0" cl\Codin8，.~B!GY 帥"d，倒也a“yes'"?>

〈圖書目鷥〉

〈巒11>

d咽N:>957-23.0711-.5叫ßN>

〈習，名，. M.\MVisuaJ ßasic 6位式設!t<AO名〉

〈作者〉串串f育成d作者〉

d會11>

<el萬〉

<lSßN>957.2) α8JI -9<11SßN> 

〈會名 >lnlcrnc!2000全至是土，，~會各〉

〈作者〉韓信咸4 乍者〉

d哩，獨〉

d祖國會目錄〉

111.. 以 XML續寫之圖書日益全

昕
一
耳
。

國 12 以 DOM IIc閑之樹狀結彷

(四)文件額示

前曾述及士件的三要靠為實料、結構租表現。 XML強調的是個何以適宜

的結構來組幟竇料，對居資料外在形式的表現自IJ必須遵過其他顯示機制才能

達成，這就是XML文件的內在、外觀分離原則﹒電子出版最終的讀者是

「λ J' 因肚酷 7注重文件的峙構立外，當然不能忽略文件的外在把式 ﹒

一轍而宮，展示 XML立件最簡恆的方式是通過惜式表(slyleshecl) , 份

文件可以使用不同的提式表來呈現出不同的風觀﹒ CSS (Cascading Slyle SheelS 

層組悍式表)和 XSL (eXtensible StyJeshect Language可攝展揖式語言)即是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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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提式表語宮 此抖， XML文件出版者置可以遭遇分解XML聶揹樹的

方式，將XML文件呈現在讀者眼前﹒

LC田 層級保式表

國級模式觀規格分的 leve! l(簡稱C55 1)& level 2(簡輛 CSS2)兩極 a 目前

都巴正式成為W3C的建議標準﹒ C55l JÈ: 1996年 (2月完成，並在 1999年 1 月

增修{缸四七) 而 CSS2則是 1998年 5 月完成(:ìi旬，、) .目前的瀏覽器都巴經有

主撞C55l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至於CS52則只主握其中少許功能。

CSS適用!f; HTML早日 XML文件， !fl i獎作者針對文件內容設定額示時的版

面仿式及扭式，不但使肚內容的額示，而且可對版面的過冉、過懼、背景及

字體碰頭已大小、酷鹽 、 字距、行距 ~.j齋肯式等進行相姻的控制﹒ CSS分

的外部11式 內部揖式，丑行內揖式，採用外部樺式更可以便 HTML文件達

到內容與樣式分離的目的﹒

在HTML文件中引用外部CSS的語法為

<link rel""'stylesheet" type"，"，ex t!cs這 href="my.css">

在XMLX件中引用C恆的語法搞

<?Jtml-stylesheet Iype="te"tlcss" href=“mystyle.css叮〉

CS扭捏構在C55] 的基位上，除了 C55! 的功能外遇扭供7與輸出蟬體相關的

揖式置，不但可針對不同類型的瀏覽器、語音怕也誼備、列賽機、盲胞用點

字設備車每上型設備等進行特殊的設定，盟扭供7更精準的內容定位字型

下敏、表格格式、國際化及一些與使用者介面有關的設定﹒

2.XSL :可擴展樣式語言

XSL 目前仍是一個正在制訂中的現桔 W3C !f; 1998年 (2月搜出了 <0版

的工作草草最新修訂版則在2(別年 1 月公佈阱四九) . 避然最轄的正式組桔

可能與目前的草草有所差異，但其理念是值相承的﹒

XSL是由 XML所定矗語言它提供理超過CSS的強大胡能，雖飲CSS種

展較辱，並可作為 HTML文件和XML文件的排版悍式，但無誰對原站文件進

行門容過濾革結構重組，因i止，在處理高度結構化的 XML文件以丑聞雖多悍

的W由應用時."讀仰賴XSL所揖(共的功能才能達成 ﹒

XSL處理 XML文件的過程的國 13所示﹒其中. XSLII式表以「樣版」

(templatel和「悍芷 J (p:mern)東描述XML文件的開揖規則 而 XSL盧理器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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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先將XML文件以樹狀結構建立「原始樹 J (source lfee) ，扭著將樺式與原

始閣中的先索相匹配，再祖據1禮服建立「結果樹 J (result tree) 結果樹個構成

了顧示的文件結構。由於結果樹和i車站樹是分蟬的，原抽甜可以扭過瞳盟

組草增刪而產生結果樹，因此，目的文件可以擁有和l車站文件完全不同的結

構﹒是以使用 XSL不懂可開XML士件轉換昂 HTML文件或其他排版格式!如

PDF 、 RTF 、 T，X 等，也可以將文件結構牌偵童男一個結構﹒

;MW Z
UY 

圖 13 flXSL顯示 XML 文件(11五十)

在XML文件中引用 XSL的語法昂

<?xml-slylesheet lype="textlxsl" href=自 mystyle.xsl"?>

若將CSS與 XSL兩個比較， ~IJcss揖用簡單的比對方式，直接將作者所設定

的樣式套用在文件上，完全控有改變原描文件的結構及內容順序 而 XSL則

揖阱7較祖雜的機制J' 可以對原站立件進行內容過攝制結構重船，直生全然

不同的文件﹒表 1 基t體I且要點，列出兩者的差異{紅Á-)

表 1 CSS典 XSL比較表

CSS XS I. 

是苦適用於 IITML? 是 否

是否適用於XML? 是 是

是否是一組.. 情語言可 苔 是

使用。但j請注 CS5 XML 

3 以往式剖析州結構

對酷無法使用 CSS車 XSL完成的工作，可能需型直接以程式剖析 XML文

件的方式來盧理 首先甜自文件物件模型DOM' 建立資料分析 做取的管

道?再利用程式語言的盧理能力量J窗料進行各插加他處理， .直接控措使用者

介圍及資料展現直隨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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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XML能掏有殼的表達網臨上各種個哦，為資料的空揖和處理提供新的懷

制。因此， XML將但使網路從實訊曲理階段跨越到姐說管理階段 ﹒

從電子出版的角度來看，目前 W，b土為數眾多的網站&Ji帽糾結的

HTML文件，在寫作之初自肚缺更有效的實抖著錯，造陣賀科雜亂不眉掛

黨的問題，因此聶需資訊儉黨控術與方法來解祖 此外，除了致力於按繭的

體腫，在寫作及出版過程中加強 metadata的著錄，亦不失為自一個解訣網路

上電子文件亂象並提昇俊蕾帽6醫學的有效方車﹒ XML興主位來的結構化及自

我描述特性，能有般的組轍資料 描述資料，以進行語重眉立的有E聶被

當;而其鎧限蟬麗的能力，更使其跳脫既定的框架，而在紐面續排 多揖體

出版、文件共草 等方面禮展出獨特的I'!!悶，在在使 XML成為網絡出版

內外兼顧的有效方軍﹒

從賣訊傳播的角度而言，傳播的目的在肚建立申是值蛇哩方的共問世

(commonness) ，亦即拉法共軍資訊、觀意、態度單蚓識(ÜJ區二)﹒然而，陣播

的對象可能是λ ，也可能是電腦，當網路上兩部電腦通過通訊國定(prOlocol)

進行通訊時，只不過具備7訊息傳遞的能力 至扭訊息的含章以及個何把道

些訊且轉換成買一醋形式呈現給人們 通訊國定是無能為力的，但置正是

XML的專長﹒在未來體年，為因I'!!資訊需求醒大眾化到個人仕的趟勢，網路

上閉料制出現更智單型的搜索引擊，能祖擴訊息立福扣使用者需求，捏供買

訊過槍、商訊擷敞、智體型代理等功能 G xMLl世情正是實現此一目標的基

石﹒

位電子問醋的角度觀之，不同i商業系統踩用相同的XMLB司彙蜓，值m~隨

時自動更新車自各f共I'!!商的商品目錄和 III措資訊，並棋路商品頭別為客戶提

供最直觀的購物環境﹒間誼之間更可通過金融懷構共曲的資料宜換峙式(如以

XML制訂的。同)來立國金融資訊，例阻電子主付、財輯分析、諮詢文件等

圖書館更可幸IJ XML遇到自動化的館際合作館際互借線上傑購等工作﹒

有鑑於XML將厲 W，b帶來第二誼革命(第 值為 HTML) ，目前，直

官 學界無不積極合作，質力肚XML姻關住術之研究及工具軟體、應用程式

立閱報(üJi.三) . 我們何其有幸生活在還個科技揖連『川#代 ， 得以草受新科技



林倌成 XML總羽役術與下 代 Web:J.l服組勢之研究 拘?

所帶來的新產品及新個醋， 大大扭昇我們的生活品質﹒當然，科揖是多壁

的，未來更難以主體確預測，我們也可能成為新科技闡朧中被實臨的自老且.

不過 ?也XML壘塵、官、學各界關注的程虛而言， XML成為下 ft Web的

監古控術殆無疑謹，並將在電子出版 電子問葫、電子固自館、電子資料宜

懊等揖域展現其強大的躍用潛能，究竟能聽揮多少效陡，只侷限於λ們的想

像力E創造力 ﹒ 個較於國外XML技術正如火個革的麗麗，圍內的研究仍處於

葫芽階段，木但中文化的問扭工具和單用程式醋量不足，連參考文醋、研究

報告也都軍事可獸，道對提升國家現爭力無疑是 大阻曜 ﹒ 因眩，國內亦應

值連結古各界力量，拉λXML相關搜捕之研撞，積極扭頭推動主持捕、融胃、

企業各領風早日踩用 XML標潑，以因鹽未來多壁的啊時應用朋境。

位“
刊

學A,. 

註一 一三概總(diode)是被草木的半導體元件當外加的電霞超過鬥懂他時 內

部流通的電子數量會產生如濃雪球般的眾增攸果，電訢t便會呈現指數上升 1 積體電

裕的主要元件 rlll晶體 J' 就是利用還種電置一電mt特性組合成類比或數位電絡 ﹒

益二 Gordon Moore是美代爾(lmel)公司的創辦人，曾於 1965-1975 年間，經由
民期觀察電臨晶片功能個裕吐白的變動而由雷電臨品片的容量每至兩年(且 說法為

平均 18個月)將增加一倍﹒道個預測後來做工程界稱為「莫爾延伸J ﹒

u三 Network 叫'"伽利用續存領域名網系統(Domain Name System)的方式!
以網路程式自動揮詢並統創 Internet上所昌龜殼的主機數量 統1十結果每半年會中佈

次 ~年來詳細的統到資料可在 hup : Ifwww 間。rgfdsJ快到 ﹒

拉閉起文件是一幢依人闊的聯:tt!思維芳，^'Jë級住地儲存、管理和瀏覽資訊

的控術。士ft之間彼此以超速結方式組成立n網絡 I 使於人們「聯于自 J 復辱，比起

傳統文字的峙位做式:Y!符合人您的思維方式和習慣 ﹒

iU且 Hy perText Markup Language" , available al <hup : IIwww.w3 _org/ 

P"'如larkUpl::>
社~ 邱綱!i. 林但成， r各間政府出版品電子化服略及措施之研究y 研考會

研究報告(民國 sa 年6月) • 

社七林盈迪，多樣信網絡越幣、技街、應用(台北 松愉盟國86年) ，耳

卜 l ﹒

Z主八 Salton Gerard , "A Com~叫 rison Between Manual and Automatic lndexing 

M副hod趴 American Docωnentω'。几 20: 1(1 969): 61-71 

社九 K. A. Hamil & A , Zamora , ''The Use of Title$ for Automatic Documenl 

Classificmion," Ja叫“I of Amenàm Sodely fo, 呵。n叫liun Sâeltce , 43 : 2( 1992) :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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