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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為「台灣棒球數位文物館」之前置研究，

亦是我們進行數位典藏計畫「台灣棒球珍貴新聞檔

案數位資料館之建置」的衍生成果。在本研究中，

我們首先與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取得聯繫，並採用田

野調查法，透過實地探訪棒球協會，將其典藏之棒

球文物歸類整理，並徵得授權進駐棒協文物收藏室

從事數位化工作；接著，以比較分析法評估數種文

物數位典藏之 Metadata 格式，包括 CDMA、CIMI、
MICI、CCO 和 Dublin Core 等，並擬定台灣棒球文

物適用的初步 Metadata 規格；最後採系統實作法，

以我們先前執行國科會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所建置的 Wiki 協作平台「台灣棒球維基館」作為初

期的數位化文物管理系統，為未來進一步開發專用

的台灣棒球文物管理系統作準備。 
 
關鍵字：數位典藏、詮釋資料、棒球文物、數位典

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1. 前言 
 

1.1 研究動機 
 

棒球可以說是台灣的「國球」，而棒球在台灣

已有一百年的歷史，但台灣棒球百年來的文物卻

沒有相關單位進行有系統的收藏與紀錄。放眼世

界各個棒球興盛的國家，幾乎都具有自己的棒球

博物館，如美國、日本等。目前網路蓬勃發展，

許多文物機構除了紛紛以數位化形式典藏相關文

物外，也經常推出線上藏品展，除了便利瀏覽外，

也是推廣的一大助益。國外多個棒球博物館縱使

都有網站，但我們發現網站上並無一系列的數位

文物展覽規劃，且各個文物也無其應有的詮釋資

料（Metadata）。我們亦發現國內外文獻均未有關

於棒球文物之 Metadata 著錄標準的探討，也沒明

顯觀察到有任何棒球博物館對於其收藏文物進行

Metadata 著錄，甚至僅有少數棒球博物館，將其

部分的收藏品資訊公佈在網站上。 
從我們兩年多來執行國科會「台灣棒球珍貴新

聞檔案數位資料館之建置」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畫與棒球界人士接觸的經驗中得知，目前台灣

有許多棒球文物分散在全國各處，分別由個人、

球隊或相關單位收藏保管；文物典藏方面雖有紅

葉少棒紀念館和澄清湖棒球博物館，但都並非國

家級的棒球博物館，無法有效完整的典藏台灣百

年來的棒球文物。我們認為在尚未有一個國家級

的棒球博物館作為集中典藏場所之前，可先建立

一套具有文化保存價值的數位化棒球文物管理系

統，擬定適用於棒球文物的 Metadata 規格，並對

這些棒球文物著錄所需 Metadata，不但方便進行

登錄管理，也能在網路上規劃一系列的數位文物

展示，每個文物都有詳細的照片、解說，對於協

助人們瞭解台灣棒運發展與社會變遷的脈動必有

極大助益。 
 

1.2 研究目的 
 

先從棒球文物數位化著手，再評估比較包括

CDMA、CIMI、MICI、CCO 和 Dublin Core 等
Metadata 格式，從中擬定適合台灣棒球文物採用

的 Metadata 規格。藉由文物數位化資料庫的建置

及檢索點的提供，使其盡可能滿足使用者的資訊

需求，以協助對棒球有興趣的人士能從歷史文物

中，探索台灣棒運發展的軌跡。 
 

1.3 範圍與限制 
 

本文因屬前置研究，僅先以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所提供的棒球文物為樣本，研擬、著錄所需

Metadata，並未掌握所有棒球文物，以致無法囊

括所有的文物類型，此為本研究在研究對象上的

限制；其次，限於研究期限，本文所提 Metadata
格式僅為初擬，而數位化物件編碼方式也為初步

規劃，未來皆有改善的空間，此為本研究在研究

時間和研究成果完整性上的限制。 
 

2.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們首先採用田野調查法，透過

實地聯繫、探訪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將其典藏之棒

球文物歸類整理，並徵得同意進駐其文物收藏室從

事數位化工作；接著，擬定棒球文物數位典藏之

Metadata 格式，然而，綜觀國內外並沒有任何專對

棒球文物制訂的 Metadata 標準，故我們採用比較分

析法，先以 CDWA、CIMI、CCO，比較三者的不

同，再以 Dublin Core 與 MICI-DC 來做為參考，最

後再嘗試擬定較為適合棒球文物的 Metadata 格

式。而 Metadata 格式的考量重點為符合藏品、提供

使用者必要的檢索點、未來與其他館資料交換上的

共通性、及編目著錄的品質考量[14]，故我們先列

出棒球文物所需的欄位，再比較各種 Metadata 格式



間的異同後，從中選擇最適合的 Metadata 欄位，作

為棒球文物 Metadata 格式的基礎。最後，我們採系

統實作法，以 Wiki 引擎作為初期的數位化棒球文物

管理系統。 
    長遠來看，本研究乃是為我們未來開發一個專

屬的台灣棒球文物管理系統（暫訂名為「台灣棒球

文物館」）作準備，如圖一所示。外圍部分是擁有

實體棒球文物原件的組織、企業或個人，如中華民

國棒球協會、中華職棒大聯盟、各級學校、球隊或

球員/教練等棒球界人士；而中央核心部分則為我們

擬建置的台灣棒球數位文物館，其資料來源則透過

多方徵集以取得數位化影像，著錄所屬 Metadata，
以供使用者線上查閱，如同一個棒球文物的數位化

聯合目錄。 
 

台灣棒球數位文物館 
(數位化聯合目錄) 

中華民國

棒球協會 
個人 
(球員、教練、棒

球書籍作者、棒

球界人士…等) 

紅葉少棒 
紀念館 

澄清湖 
棒球博物館 

報社、媒體 

學校、企業

各級球隊及其他

相關組織 

中華職棒

大聯盟 

 
  圖一   以台灣棒球數位文物館作為 
          棒球文物的數位化聯合目錄 
  
3. 棒球文物數位化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是我國發展棒球運動、辦理

全國性及國際性棒球比賽之重要組織，其前身為

1949 年成立的台灣省棒球協會，為全國性棒球組織

中歷史最悠久者。因此，本研究選擇以中華民國棒

球協會之收藏作為棒球文物數位化之第一步。我們

於 2006 年 5 月底與其接觸之後，得知棒協歷年來

收藏了許多具歷史價值的棒球文物，如錦旗、獎

盃、獎牌、海報、照片 … 等。於是與其進行協商

溝通，取得文物拍攝和上網的同意許可後，研究小

組以一個半月時間進駐棒協文物收藏室，進行文物

整理、分類編目、拍攝掃瞄、後製修圖、加浮水印、

著錄 Metadata 等數位化工作。總計完成獎盃 85 座、

獎牌 41 面、錦旗 78 面、照片/海報共 5 張、雜誌

62 冊、外加雜項物品共約三百多件文物之數位化。

圖二為若干已完成數位化處理之文物實例。 

 
圖二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提供之文物實例 

  
   圖二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提供之文物實例 (續) 
 
4. 文物 Metadata 分析比較 
 
 4.1 適用於文物數位典藏之 Metadata 
 

4.1.1 CDWA( 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CDWA 為藝術品描述類目，為一套資訊結

構，用以作為博物館與檔案學界描述藝術作品及

其影像資料的標準。從藝術作品研究、展示與教

育功能需求出發，著重藝術品完整的生命週期記

載資訊，提供給研究者一致、可信的內容。提供

交換和共享的功能，使各地的典藏機構可以交換

藏品資訊。CDWA 共有 381 的類別，而有 27 個

核心主類別(core elements)，用以表示描述一個

作品最基本的所需資訊。CDWA 有其 XML 的

schema--CDWA Lite[4]，用以描述藝術品和資料

文化的核心記錄。可作為一個對使用 OAI 分散

協定的聯合目錄或其他典藏系統的貢獻。 
 
4.1.2 都柏林核心集(Dublin Core)[10] 
    都柏林核心集是 1995 年由五十二位來自圖

書館、電腦、網路方面的學者和專家，共同研討

下的產物，是為一套描述網路電子資源的

Metadata。也是一套描述資料的最小核心資料

項。Dublin Core 的設計原理為使 Metadata 的資

料項，同時擁有意義明確、彈性、最小規模三種

特色。且秉持內在本質、易擴展、語法獨立、無

必須項、可重覆、可修飾等原則。 
     而 Dublin Core 採用了 15 個欄位，是現行

最精簡的 Metadata 格式，因為它的易擴充性、

無必須項等特性，可以隨意的增刪欄位，用以符

合實際需求，故受到許多電子形式資源的歡迎，

也常被廣泛運用。 
 
4.1.3 CIMI (Consortium for the Computer 

Interchange of Museum Information) 
    博物館資訊交換協會，其宗旨為將博物館資

訊普及社會大眾，推展開放式的系統標準，以管

理及傳遞數位博物館資訊。曾發展過 CIMI 作為

博物館的 Metadata，但最後仍決定以 Dublin Core
來處理博物館數位化資料的著錄[15]。並出版

DC 使用指南（The Guide to Best Practice ： DC 
and the CIMI Institute）。因此本文後續的比較研

究便將 CIMI 排除在外，不列入考慮。 



 
4.1.4 MICI (Metadata Interchange for 

Chinese Information) 
    中文資訊詮釋資料交換格式是為台灣大學

所主導的一個數位典藏分項計畫—「資源組織與

檢索之規範」（Resources Organization and 
Searching Specification, ROSS）所衍生出來的。

因為現行過多種類的 Metadata，為了找出一個較

適合中文特藏的詮釋資料而誕生。而為了與

CIMI 的 DC 欄位相符以利未來交換資訊，便以

CIMI 的十五個 DC 欄位為主軸[15]。故稱

MICI-DC。因此本文後續的比較研究便採取

MICI-DC。 
 
4.1.5 CCO(Cataloguing Cultural Objects) 
    文物編目，是由視覺資源學會(Visual 
Resources Association, VRA)所發表的。全名為

「文物編目：描述文物及其影像指南」

(Cataloguing Cultural Objects: A Guide to 
Describing Cultural Objects and Their Images, 
CCO)，提供於為文物及其影像著錄時的參考工

具。著重於內容方面。 
 

4.2 棒球文物欄位需求分析 
 
    接著，我們先針對棒球文物進行分析出所需

的著錄欄位，再與 CDWA、MICI-DC 和 CCO 三種

Metadata 格式做一比對，選擇最合適之 Metadata，
並訂立出相關欄位。除棒球協會提供的文物，我

們也預留將來可能出現的文物類型，如棒球、簽

名球、球衣、球棒、相片、球帽、獎盃、獎牌、

票卷、海報 … 等等相關文物。在完成棒球文物

分類整理及數位化之後，我們初步擬定各類型文

物所需欄位如下： 
 獎盃：題名、描述、日期、分類、擁有者、格

式、來源、關聯、範圍。 
 棒球：題名、描述、日期(簽名)、分類、擁有

者、格式、來源、關聯、範圍。(如：某

球員第一千安打球，其 Metadata 有題

名、日期、地點、打出者、球的類型、

文物擁有者、描述) 
 球衣：題名、描述、日期(被收藏的日期)、分

類、擁有者、格式、來源、關聯、範圍。 
 球棒：題名、描述、日期、分類、擁有者、格

式、來源、關聯、範圍。 
 相片：題名、描述、拍攝日期、分類、拍攝者、

擁有者、格式、來源、關聯、範圍。 
 球帽：題名、描述、日期、分類、擁有者、格

式、來源、關聯、範圍。 
 其他：題名、描述、日期、分類、擁有者、格

式、來源、關聯、範圍。 
 4.3 Metadata 標準分析 
 
    接著將上述三種 Metadata 作一分析比較，如

表一所示。再用這些所需欄位來評估究竟採用哪

一套 Metadata 格式為基準較適合，再將該格式依

棒球文物實際所需欄位進行調整，以成為最適合

棒球文物的 Metadata。 
 
表一 三種著錄文物常用的 Metadata 格式元素表 

一：CDWA 的主要欄位表[5]       
 1. 物件/作品 (Object/Work) 
 2. 分類 (Classification) 
 3. 方位/配置 (Orientation/Arrangement) 
 4. 題名 (Titles or Names) 
5. 階段 (State) 
6. 版本 (Edition) 
7. 測量值 (Measurements) 
8. 材質與技術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9. 製作手法 (Facture) 

10.形式描述 (Physical Description) 
11.題款/標記 (Inscriptions/Marks) 
12.現況/鑑定歷史 (Condition/Examination 

History) 
13.保存/處理歷史 (Conservation/Treatment 

History ) 
14.創作 (Creation) 
15.所有權/收藏歷史 (Ownership/Collecting 

History) 
16.版權/限制 (Copyright/Restrictions) 
17.風格/時期/團體/運動  

(Styles/Periods/Groups/Movements) 
18.題材 (Subject Matter) 
19.脈絡 (Context) 
20.展覽/借展史 (Exhibition/Loan History) 
21.相關作品 (Related Works) 
22.相關視覺文獻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23.相關文本參考資料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24.批評性回應 (Critical Responses) 
25.編目史 (Cataloging History) 
26.現藏地點 (Current Location)  
27.描述註 (Descriptive Note) 
二：MICI-DC 主要欄位表[15] 

1. 資源類型 Type 
2. 資料格式 Format 
3. 題名 Title 
4. 描述 Description 
5. 主題和關鍵詞 Subject 
6. 創作者 Creator 
7. 其他貢獻者 Contributor 
8. 出版者 Publisher 
9. 日期時間 Date 
10. 識別資料 Identifier 
11. 來源 Source 
12. 關連 Relation 
13. 語文 Language 



14. 時空涵蓋範圍 Coverage 
15. 權限範圍 Rights 

三： CCO 簡略欄位表[2] 
1.Object Naming 
2.Creator Information 
3.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4.Stylistic and Chronological Information 
5.Location and Geography 
6.Subject 
7.Class 
8.Description 

  9.View Information 
  
   經過 Metadata 的對應分析，發現棒球文物所需

著錄的欄位並不多，也不太需要具備多層架構。

如此看來，CDWA 又多又詳細的著錄欄位，對棒

球文物而言太過龐雜，許多欄位都派不上用場，

僅是消耗紀錄的空間而已。而 CCO 主要為 VRA
編目參考工具，其中包含了許多文化方面的著錄

欄位，但這些欄位用於棒球文物似乎又無多大用

處。因此，MICI-DC 似乎是最合適的選擇，且 DC
不但富有彈性、易於增減欄位，與數位典藏聯合

目錄所規範的 DAC（Digital Archive Catalog）[17]
格式亦可相容。故本研究擬採用 MICI-DC 作為基

礎，加以增刪所需的欄位，以做為適合棒球文物

的 Metadata。表二列出本研究在比較分析後初擬之

Metadata 格式。 
 
表二 初擬之 Metadata 欄位 

Element Chinese Desc. 備註 
主要題名 
(必備) 

作品之中文題名 Title 
題名 

副題名 作品的原文或其他並
列題名 

Creator 創
作者 

姓名(原攝
影、設計、簽
名者) 

該作品產生之相關人
員 

分類(必備) 作品的分類，如：獎
盃 

Subject 
主題和關鍵
詞 關鍵字(必備) 作品的關鍵字 

描述 對於文物的描述 
材質 記載文物的材質 
保存狀態  

Description
描述 

附註項  
Publisher 發行者 針對於出版品而著錄

Contributor 
其他貢獻者 

姓名(攝影者) 即數位物件拍攝者，
管理欄位 

編目日期 
(必備) 

第一次編輯時間，為
管理欄位 

拍攝時間 管理欄位不顯示。 
出版時間 針對於出版品而著錄

Date 
日期時間 
  
  

最後修改日期
(必備) 

管理欄位不顯示。 

Type 資源 資源類型 記載文物的類型，

記載文物的類型，
作品大小 記載文物實際大小 
媒體類型 數位物件的媒體類

型，管理欄位。 

Format 
資料格式 

相片大小 
(像素) 

數位物件的大小，管
理欄位。 

原件編號  
(必備) 

原件文物的編號 Identifier 
識別資料 

編號 (必備) 數位文件的編號，管
理欄位。 

Source 來源 註明來源，如:提供單
位 

Language 
語文 

作品語文  

相關作品  Relation 
關連 相關新聞 與數位典藏台灣棒球

新聞計畫結合 
事件地點 物品產生時間 Coverage 

時空涵蓋範
圍 事件時間 物品產生地點 

收藏者(單位)-
名稱 

收藏者 Rights 
權限範圍 

收藏者(單位)-
國家 

 

 
 4.4 著錄實作與問題探討 
 
    接著，我們將初擬之 Metadata 格式實際套用

於棒球協會所提供之棒球文物，以測試其適用

性。同時，我們也面臨了棒球文物數位化物件的

編碼問題，以及物件描述等問題。於是經過一番

實際著錄、測試，再採用焦點團體法進行討論、

調整，使其更符合棒球文物的著錄需求。以下說

明實際操作上所面臨的問題與解決之道。 
 
4.4.1 物品描述所遭遇的問題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提供的這一批棒球文物在

我們的系統中是以數位化形式典藏的，而文物數

位化之後的影像應視為另一個物件，於是在著錄

Metadata 時便產生究竟是描述文物原件，著重文

物內容的著錄？還是需要同時描述數位物件，著

錄數位照片的相關資訊？對於此一問題，我們先

召集研究小組成員組成焦點團體進行討論，結果

意見產生紛歧，有贊成兩者擇一著錄者，也有贊

成兩者一併著錄者或兩者分開著錄者；於是我們

再對國內許多數位典藏計畫的作法進行探討，發

現大多數都著重於描述文物原件之資訊，並無特

別針對數位化物件進行相關資訊的描述。但因數

位化物在數位典藏系統中亦相當重要。於是我們

最後決定採用的作法是以描述文物原件為主，而

數位化物件的資訊仍予以合併著錄，但將其視為

管理欄位，在未來檢索結果呈現時視需要而決定

是否呈現，以避免造成混淆。 
 
 



4.4.2 數位物件編碼的設計 
    欲將此批文物以數位典藏形式收錄至資料庫

中，每個物件需有唯一識別碼以便管理，因此我

們因應其特性，規劃了一套既簡單又合適的編碼

原則，如圖二所示。第一碼代表文物類型，以英

文字母大寫表示：A 為獎盃、B 為獎牌、C 為紀

念杯&紀念牌....等；接著以四碼代表年份，採西

元紀年，0000 則表示該物品年代不明；在年份後

則以減號〝-〞作區隔，再編以三碼的序號，用以

區別同年度的不同文物；較特殊的是絕版雜誌（如

中華棒球雜誌），因曾發行過新舊兩種版本，每

種版本都不超過一百期，故以其序號第一碼區別

新(1)與舊(0)兩種版本，後兩碼則為期數；接著序

號後面以一碼表示數位物件的解析度，分別為：

L(高解析)、M(中解析)、S(低解析)、N(網路版)；
最後，考量到某些文物因前、後、左、右皆有特

色，會拍攝不同角度的照片，故在解析度代碼後

面再加上底線〝_〞及拍攝面向代碼，分別以

F(前)、B(後)、L(左)、R(右)區別。 
 

 

圖像解析度 (L,M,S,N)

類別代號 
物件年度  
物件年度序號 (001-999)

拍攝面向代碼 

Xxxxx-xxxX_X 

圖二 棒球文物數位化物件編碼原則 
 

4.4.3 著錄實例 
    茲以「第 21 屆亞洲棒球錦標賽第一名獎盃」

為例，依據上述所規劃的 Metadata 格式進行著

錄，結果如表三所述。 
 

表三 棒球文物 Metadata 著錄實例 
題名 題名：第 21 屆亞洲棒球錦標賽第一名獎

盃 
其他題名：21st Asian Baseball 
Championship First Place  

創作者  
主 題 和 關
鍵詞 

分類：獎盃 
關鍵字：亞錦賽 

描述 描述：2001 年 3 月 25 日亞洲棒球錦標
賽，由中華成棒代表隊獲得第一名所頒
予的獎盃。參與國家有中華、南韓、日
本、菲律賓、印尼等國(按名次排列)。原
文為:21st Asian Baseball Championship 
First Place 2001/3/25 Taipei R.O.C 
Presented by Ellechird Yamamoto 
president, Baseball Federation of Asia 
Tom Peng Chairman, Host Organizing 
committee  
材質：底座:塑膠、獎盃:金屬 
保存狀態：良好 

發行者  
其他貢獻者淡江大學資圖系數位典藏研究小組拍攝

日期時間 編目日期：20060622 
拍攝時間：20060605 

資源類型 得獎獎盃 
資料格式 作品大小：32(長)X20(寬 or 深) 

X46cm(高)，底座 17X17cm 
識別資料 原件編號：A2001-006 
來源 來源：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提供 
語文 作品語言：英文 
關連  
時 空 涵 蓋
範圍 

事件地點：比賽地點:台灣台北縣  
事件時間：20010319-20010325 

權限範圍 擁有者：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5. 系統實作 
 
 棒球文物數位化和 Metadata 格式制訂後，我

們採用本研究小組以 Wiki 建置的「台灣棒球維基

館」作為初期的數位文物管理平台及線上展示的介

面，如圖三所示。作法是將必備之 Metadata 著錄於

文物照片的頁面中，至於文物的展示方面，則結合

台灣棒球維基館既有的豐富內容，將文物與棒球史

上重要的人、事、地、物，相互關聯起來，不但圖

文並茂且脈絡分明。如圖即是將金龍少棒隊於 1969
年獲得威廉波特少棒冠軍的獎牌及錦旗，匯入台灣

棒球維基館「金龍少棒隊」頁面中，與原有的社群

協作內容整合呈現的畫面。 
 

 

簡易 Metadata，點擊後

顯示更詳盡的Metadata
 

圖三 以「台灣棒球維基館」作為棒球文物管理平台 



 此外，我們還將同一賽事的不同年度的文物，

匯集在一個頁面中呈現；也將這些文物做系統化的

歸類，讓使用者可以按文物類型、按賽事、按年度

查找，達到典藏、管理、瀏覽、檢索、展示等功能。

不過，由於在 Wiki 系統上是屬於初期的處理，因

此 Metadata 僅著錄若干重要欄位，未來則將進一步

開發專用的台灣棒球數位文物管理系統，以便著錄

更為完整的 Metadata。 
 另外，因 Wiki 系統本身的限制，無法進行較

為動態的多媒體影音展示，此部分我們將輔以其餘

系統或軟體，並另以專文介紹。 
 
6. 結論 
 
    本研究所擬出的 Metadata 格式，是針對於棒球

文物而設計的，對於建立台灣棒球數位文物館的資

料庫建置扎下根基。但由於本研究僅以中華民國棒

球協會所收藏的棒球文物為測試對象，未來棒球文

物館的文物類型可能會更加多元化，故本研究研擬

的 Metadata 格式可再視未來文物的需要加以擴

充，以符合實際需求。 
    雖然 Wiki 系統並非一個完善的展示型系統，但

卻能做為文物資料管理的平台，將此概念運用於未

來擬建立的台灣棒球數位文物館上，可結合協同創

作的內容使文物的相關資料更加豐富及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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