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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四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比較 

本研究嘗試以國外四種保存後設資料的核心項目，配合中研院近史

所檔案館館藏數位物件的特性及保存工作需求，提出近史所檔案館所適

用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本章即從國外四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比較開

始，比較重點包括發展背景及特色、架構及發展方式，試圖找出造成國

外四種保存後設資料差異的原因；第三節深入項目，做四者描述項目的

對映比較， 找出四者的核心項目。 

第一節 發展背景比較 

壹、 四種保存後設資料發展過程概述 

一、 RLG 保存後設資料項目1發展過程概述 

1997.2 RLG 保存後設資料工作小組成軍，負責定義保存數

位資源主檔（master file）所需資料項目。 

1997.5 工作小組檢視都柏林核心集與以 USMARC為基礎的
電腦檔核心書目合作編目計畫的工作成果，試圖找

出保存數位資源所需、但未被列入上述兩者後設資

料的資訊。2 

1997.6 工作小組提出報告草案。 

1997.11 工作小組向顧問委員會提出正式建議。 

1998.5 發表 16項保存後設資料項目。 

二、 Cedars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發展過程概述 

1998.4 英國 Cedars 計畫在英國高等教育基金會資訊系統委

員會的贊助下開始運作，由劍橋、里茲、牛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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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主持，為期三年。 

1998.6 為建立示範性數位檔案館，開始進行保存後設資料

文獻探討，了解國際間其他保存後設資料計畫，以

建立保存後設資料標準，最後決定採用 OAIS 模型
為基礎架構。 

1999 開始編製保存後設資料規格書。 

2000.1 發表保存後設資料規格書草案（Metadata for Digital 
Preservation: The Cedars Project outline Specification 
Draft for Public Consultation）3。 

2000 在伯明罕及劍橋針對特定型態數位資源的後設資料

項目進行地毯式討論，議題包括這些項目如何進行

實作、保存後設資料如何組織、由誰負責產生及相

關工作流程等。 

2002 發表 ”Cedars Guide to Preservation Metadata”4，介紹

產生及保存後設資料的緣由、OAIS 的概念及術語、

Cedars 保存後設資料項目，並探討保存後設資料成

本議題。 

三、 NLA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發展過程概述  

1996 澳洲國家圖書館開始建立 PANDORA 檔案館 
(Preserving and Accessing Networked Documentary 
Resources of Australia)，也就是澳洲國家網路檔案

館，保存依照準則所選擇徵集的澳洲線上出版品，

每一數位物件都有永久的識別號。 

1997 開 發 PANDORA 邏 輯 資 料 模 型  (logical data 
model)5，將所有流程、資料、資料庫、後設資料之

間的關係模組化，以找出必需的後設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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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PANDORA 開始討論並測試 RLG 所提出的 16 個保
存後設資料項目是否能滿足保存工作需要。 

1999.10 澳洲國家圖書館公布數位館藏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
6，在館藏層級、物件層級及次級物件層級，各有 25
個高階項目，部分項目還有次項目。 

四、 NEDLIB 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發展概述 

1998.1 網路化歐洲寄存圖書館 7（Networked European 
Deposit Library，簡稱 NEDLIB）計畫開始運作。計
畫以荷蘭圖書館為首，成員包括八個歐洲國家圖書

館、三家出版商、兩個資訊科技組織及一所國家檔

案館，計畫目標為發展共同的電子出版品寄存系統

架構、建立示範系統，以及探討解決數位保存的技

術面問題。 

1998.12 NEDLIB成員決議以 OAIS資訊模型為基礎，建立電

子出版品寄存系統（Deposit System for Electronic 
Publications，簡稱 DSEP），保存是模組之一。 

1999 NEDLIB 開始探討 DSEP 長期保存數位資源的功能

需求，針對後設資料的規格進行討論，並研究在採

用技術模擬為保存方法的前提下，保存後設資料的

需求為何。 

1999.3 NEDLIB 將永久保存數位資源所需產生並維護的後

設資料分類、檢視。 

2000.2 NEDLIB 邀集專家在巴黎討論數位保存工作所需的

後設資料，隨後發表工作報告，以 OAIS 資訊模型
為基礎，開發出「資料層模型」概念，列出 8 個主
項目、38個次項目的保存後設資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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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NEBLIB 確認數種可靠的數位保存策略，包括︰記

錄檔案格式及呈現資訊、資料的轉置或轉換、硬體

技術模擬等，NEDLIB 並以樣本資料進行技術模擬

方法實驗，結果於 2000 年 4月發表9。 

貳、四種保存後設資料發展背景之比較 

一、 發展單位、發展目標與發表時間 

RLG 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由 RLG 的保存後設資料工作小組負責規

劃，小組成員包括學者、專家及圖書館專業人員。當時由於轉換為數位

方式保存的館藏愈來愈多，而且有漸取代微縮保存的趨勢，小組的任務

即在於找出應與數位資源一併保存的描述性資料項目，以便協助轉換為

數位影像的館藏進行長久保存。RLG工作小組成軍於 1997 年，經過檢閱

資料、回饋討論等過程，在 1998 年發表報告，提出 16項保存後設資料項

目，是四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中最早提出者，也對其他三者影響甚大。

由於 RLG認為這 16個項目只是一個起點，要成為標準要有一段漫長的路

要走，只希望拋磚引玉，吸引更多專業領域人士探討相關的保存後設資

料，因此僅在網頁上發表簡單報告，篇幅不大，也沒有 PDF 等其他電子
檔形式。 

Cedars 計畫始於 1998 年，由英國里茲、劍橋、牛津三所大學合作主

持，探究數位保存議題，主要目標是藉著建立示範性的數位資源典藏機

構，協助圖書館及電腦部門人員管理、保存多樣性的數位化學術資料，

對其他負責產生數位內容、長期管理數位資源的組織單位，也有所幫

助。而 Cedars 保存後設資料，就是用於支援示範性的數位資源典藏機

構，長久保存數位資源、提供使用，並期望能協助建立保存後設資料的

國際標準。Cedars 參考國際間許多類似計畫，選出合適的後設資料項

目，對映至 OAIS 資訊模型中，於 2000 年提出保存後設資料規格書草案

（Metadata for Digital Preservation: The Cedars Project outline Specification 
Draft for Public Consultation），2002 年發表 ”Cedars Guide to Preservation 
Metadata”供各界參考。保存後設資料規格書草案及  ”Cedars Guide to 
Preservation Metadata” 都有 PDF檔供下載參考，保存後設資料規格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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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網頁資料供閱覽。 

NLA發展保存後設資料受 OAIS資訊模型及 RLG提出的保存後設資
料項目影響甚大，也曾與 Cedars 交換意見，但其主要目標為「建立及管

理現有檔案館（即 PANDORA）⋯而非開發一個通用的保存模型」10。早

在廿世紀 90 年代起就開始致力於數位內容保存工作，NLA可說是最早探

索這個領域的機構，1996 年設立的 PANDORA 國家網路檔案館是其中的

代表作，1998 年，澳洲國家圖書館開始針對保存後設資料議題進行研

究，原本希望借重他國經驗，找出可同時管理原生及轉換格式儲存數位

資源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但由於皆不符合需求，因此自行組成工作小

組，進行研究。工作小組成員的經歷豐富，涵蓋圖書館館藏保存、線上

數位出版品及實體數位出版品檔案館管理、文字及影像數位化專案管

理、邏輯資料模型開發及網路資料庫設計等，使得 NLA 所提出的保存後
設資料頗為符合實務情況。RLG所提出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是 NLA的重
要起點。11NLA應 RLG之邀，由 RLG的成果擴張，於 1999 年提出保存

後設資料項目草案。此項草案，由 NLA 公布在官方網頁上，公開徵詢各
方意見，但沒有電子檔可供下載。 

NEDLIB 計畫始自 1998 年，發展單位是由幾個歐洲國家圖書館、檔

案館、資訊科技組織及出版商所組成的聯盟，並以荷蘭國家圖書館為

首，成員組成是四個保存後設資料計畫中最多元的12。還有一點與其他幾

個計畫不同的地方是，NEDLIB 的目標在於建立歐洲各國共同的電子寄存

圖書館基本架構，管理所有的寄存電子出版品，可預期的館藏量極為龐

大，所以 NEDLIB 希望發展出規模精簡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並把焦點

放在解決資訊技術淘汰迅速所造成的保存困難問題。保存後設資料的最

終結果在 2000 年 4月發表，在官方網站上有 HTML版本可閱讀，有 PDF
檔可下載，另有紙本格式供訂購。 

二、規模、用語及適用保存方法 

RLG保存後設資料包含 16個項目，是工作小組成員一致認為保存數

位資源主檔所不可或缺的。小組強調，各應用機構可評估需要，自行增

加其餘項目，但這 16 個項目缺一不可。由於儲存這些資訊時，可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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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其他後設資料系統的規格，RLG 工作小組僅提出一個語義架構，並
未刻意規範用語。RLG 網頁上的正式報告中，附上以 Dublin Core、
USMARC及 XML格式描述這 16個項目的範例，供使用者參考。至於適

用的保存方法，工作小組未提及。 

採用 OAIS 資訊模型為架構的 Cedars 計畫，其保存後設資料的設計

集各家之大成13，內容及規模也最為豐富。Cedars 提出的保存後設資料項

目中，最高的三層係套用 OAIS資訊模型結構及用語，在資訊包裹下，有
重現物件原貌所需的展現資訊，加上可分為參考資訊、背景資訊、來源

資訊、固定性資訊等四類的保存描述資訊，五大類資訊共同滿足保存工

作所需。但考量不同保存機構的不同需求，Cedars 只訂出高階項目，應
用單位可自行細分出次項目。Cedars 未針對保存後設資料設定適用的保

存方法，期待能同時適用轉置及技術模擬的較受認同的保存方法，但強

調不同的方法可能會影響所需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  

NLA 設計保存後設資料的目的在於管理原有的數位資源，並以

PANDORA 及其他計畫的經驗為基礎，發展出 25 個系統必須產生的高階
項目，其中有些項目還有次項目的設計。由於出發點並非為了設計通用

的保存模型，因此在用語及發展方法上與 Cedars 等計畫有所差異。雖也

受 OAIS 資訊模型影響，但 NLA 保存後設資料並未如同 Cedars 及
NEDLIB般採用 OAIS資訊模型及高階項目用語，NLA的保存後設資料也

是本研究所比較對象的四者之中，唯一針對不同類型數位資料設計不同

保存後設資料項目者，不但顯示 NLA 的務實角度，也反映出研究小組成

員多元化的背景。至於應用的保存方法，NLA 期望能同時支援轉置及技
術模擬方法，但特定保存方法的特殊需求，還有待收集更多經驗。 

NEDLIB 為支援 DSEP 所提出的保存後設資料與 Cedars 一樣，採用
OAIS 資訊模型的架構及高階項目用語，但由於考量到數位資源的數量與

日俱增，因此儘量縮減保存後設資料的規模；再者，由於 NEDLIB 的焦
點在於克服技術淘汰所造成的保存問題，故將保存後設資料定位為「保

存所必需」而非「必須保存」的後設資料，使得 NEDLIB 所提出的保存
後設資料規模比 Cedars、NLA所提出者小了很多，僅有 18個項目、38個
次項目。至於應用的保存方法，NEDLIB 並未限制一定要採用轉置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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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方法。 

三、適用資料型態與描述層次 

為了在最短時間達到最大效益，RLG 工作小組僅針對數位影像提出

保存後設資料項目建議，並期待能組成其他專家小組，將聲音、影片檔

等其他格式數位資源所需保存後設資料儘快定義出來。 

在 RLG提出保存後設資料後，Cedars及 NLA 都體認到數位資源型態

多樣，若只針對數位影像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是不夠的，因此在設計保

存後設資料時，都朝向可容納各種不同型態的數位物件發展，並強調無

論是原生或轉換格式保存的數位資料皆可應用。Cedars 聲稱其高階項目
可廣泛應用於各種資料型態上，NLA 更進一步針對特定型態數位資料設

計了特定的項目。NEDLIB 的保存後設資料不打算涵蓋所有資料型態，但

從「1-4 物件格式」項目中可以看出，DSEP 要保存的電子出版品可以是
多元複雜的。 

描述層次方面，Cedars 期望能適用於所有層次的描述，未做太多假
設，但也體認到，實際描述層次應該由應用機構決定描述層次，因此僅

訂出高階項目，細分層次由各機構視保存及使用者需求決定；NLA 把保
存後設資料分成三個不同層級：館藏、物件及次級物件，以因應實際的

管理需求。但在 NLA 的設計中，數位物件是主要的管理及描述焦點，次

級物件及館藏層級只在有需要時描述。RLG、NEDLIB 未論及描述深度問

題。 

四、定位問題 

雖然都是保存後設資料，但各計畫的定位大不相同。 

RLG 工作小組認為，保存後設資料是保存數位影像檔案不可或缺的

資訊，版權、使用限制等重要資訊，雖常在建立數位資源時一併記錄下

來，但由於這些資訊並非保存所必須具備者，因此不納入保存後設資料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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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rs依循 OAIS資訊模型發展保存後設資料，但並未涵蓋所有檔案

工作，把保存後設資料定位為「協助數位物件保存所需資訊」；不過，

Cedars的部分來源資訊，如版權管理，則超出 OAIS資訊模型對來源資訊

的定義。 

NLA 強調，其所提出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是「執行保存數位館藏工

作所需的資訊」，是一個資料輸出模型，至於這些資料由哪些資料產

生、如何產生、由誰產生等問題，不在 NLA 考慮之列，保存後設資料與

數位館藏的連結也不是重點。另外，其他功能所需的後設資料，例如資

源探索，也未被列入。但研究小組同時發現，不同種類的後設資料，功

能難免有重疊之處，要完全排除也不可能，因此把焦點放在「執行保存

數位館藏工作所需」的資訊，至於這些項目是否與其他行政或資源探索

後設資料重複的問題，不在考慮的範圍。 

NEDLIB明確點出 DSEP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涵蓋範圍與其他三者不

同。由於要協助解決的，主要是技術快速淘汰所造成的保存難題，

NEDLIB 把範圍嚴格限制在保存後設資料（preservation metadata），而非
數位物件必須保存的後設資料（metadata that have to be preserved）。雖然
也以 OAIS 資訊模型為師，但他們把目標放在定義出保存工作所需核心
型、最小型的後設資料，以因應多變技術環境所產生的大量數位資料，

因此，所有的檢索工具、版權資訊、描述性資訊（如解析度等）都被排

除，可稱之為變體的 OAIS架構。 

五、儲存方式 

RLG 工作小組有鑒於科技日新月異，數位化技術也不斷進步，因此

不對保存後設資料的儲存方式提出建議，工作小組表示，這些資訊可置

於數位資源的檔頭，可以存在另一個獨立但相連結的格式中，甚至存在

USMARC書目紀錄中，且不一定要與數位資源本身連結。 

Cedars沿用 OAIS資訊模型架構，將數位物件、解讀物件所需的展現

資訊及描述物件所需的保存描述資訊封裝成資訊封包，在系統內傳遞。

歷經保存過程後，資料物件會產生不同的版本實體，而且採用不同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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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方法（如轉置或技術模擬），會產出不同的版本實體。Cedars 在保存
後設資料的來源資訊部分，容許同一物件透過參照方式連結前後不同版

本實體，建構出完整的物件更動歷程。 

NLA 儲存保存後設資料的方式與 Cedars 類似，同樣是將數位物件的

每個變動獨立成一筆紀錄，將紀錄連成序列，這是由於館方考量數位物

件及館藏量會愈來愈多，將不同版本實體的紀錄各自獨立、串成序列，

但 NLA 將保存後設資料與數位物件分開儲存處理，並未封包在一起，以

減輕管理負擔。至於保存後設資料如何與數位資料連結，如前所述，由

於 NLA 強調提出的是「資料輸出模型」，連結方式不是他們所關注的重

點。 

NEDLIB 也針對後設資料的儲存方式提出兩種方案。一是如同傳統圖

書館的書目資料庫般，將後設資料獨立於被描述的項目，另建一個後設

資料庫，兩者以指標連結。另外一種方式是，將後設資料與被描述的數

位資料封包在一起，這種方法較安全，但管理較困難。NEDLIB 指出，最
好的方法是兩者併用，從數位資料中複製後設資料，再存至其他資料庫

中。 

上述的比較係針對 RLG、Cedars、NLA及 NEDLIB各自提出的保存
後設資料項目發展背景及特色做比較，為了更清楚呈現四者之間異同

點，比較結果列於表 4-1。 

表 4-1四種保存後設資料發展背景及特色比較 

發展單位 

背景特色 
RLG Cedars NLA NEDLIB 

發表時間、發

表媒體 
1998 年，網頁 2000 年，網頁

／PDF檔 
1999 年，網頁 2000 年，網頁/ 

PDF檔/ 紙本 

發展目標 

為愈來愈多轉

換為數位影像

保存的數位館

藏謀求長期保

存之道。 

支援建立示範

性典藏機構，

長久保存數位

資源，並協助

建立保存後設

資料的國際標

準。 

配合澳洲國家

圖書館數位服

務計畫，協助

長久保存 NLA
的數位館藏。 

配合歐洲各國

共同電子寄存

圖書館基本架

構的建立，解

決寄存電子出

版品長久保存

的技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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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後設資料

的定位與規模 

16 個項目，專
注在協助數位

物件的長久保

存，版權、使

用限制等資訊

雖常被記錄下

來，仍不予列

入。 

支援取用數位

物件內容所需

的資訊，包括

描述性、行政

管理、技術、

法務等相關資

訊。 

25 個項目，部
分有次項目，

強調是「執行

保存工作所需

的資訊」，但

部分項目難免

與行政或資源

探索功能後設

資料重複。 

專注於解決技

術快速淘汰所

造成的保存不

易問題、考量

管 理 負 荷 問

題，因此精簡

規模，僅 18個
項目，38 個次
項目。 

適用保存方法 

沒有相關介紹 未限定保存方

法，但贊助機

構針對技術模

擬及轉置法分

別做了測試。 

期望能同時適

用轉置及技術

模擬方法，但

仍需要測試。 

沒有限定保存

方法，但做了

技術模擬方法

的測試。 

適用資料型態 

限於影像檔 適用各種型態

數位檔 
適用各種型態

數位檔，且針

對不同型態數

位檔提出不同

的描述項目 

適用各種型態

數位檔 

描述層次 

未討論 僅訂出高階項

目，實際描述

層次由使用機

構決定 

分館藏、物件

及次級物件三

層，以物件為

主要描述層次 

未討論 

儲存方式 不設限 與數位物件封

包在一起 
與數位物件分

開儲存 
封包與獨立儲

存併用 

 

由上述針對四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背景及特色的比較中可以看出，

雖然都以達成長久保存數位物件為目標，但不同的發展單位、不同的應

用目的、不同的定位、不同的物件型態，在建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時，

會產出很不一樣的結果。尤其是對於保存後設資料功能及涵蓋範圍的定

位，會影響到其規模大小、描述項目及層次，因此，要發展適用於自身

機構的保存後設資料，對數位館藏的深入了解、對保存後設資料的明確

定位是不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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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架構與發展方式比較 

壹、 RLG的架構與發展方式 

RLG工作小組以審閱 Dublin Core及 USMARC的描述項目為起點，
找出兩者所欠缺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經討論後，訂出額外的保存後設

資料項目。這些項目，與 RLG 另一個工作小組的研究成果比對，也就是
MARC 007控制項的描述項目，檢視兩者是否一致，結果相符。 

RLG 工作小組提出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目的，在於補現有後設資料

系統的不足，不像 Cedars、NLA 及 NEDLIB 是為一個系統而設計，因此
沒有明顯架構或分類，項目間彼此獨立，也沒有次項目的設計。 

貳、 Cedars的架構與發展方式 

Cedars 計畫在發展之初就體認到保存後設資料的重要性，但卻發現

沒有標準可供依循套用在它的示範檔案館內，因此決定自行研發。Cedars
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產生，歷經兩個階段。首先由文獻回顧開始，廣泛

蒐集保存後設資料計畫，結論是，OAIS模型、RLG、NLA及美國匹茲堡
大學針對文書長久保存所建議的後設資料都值得進一步探討14；隨後，自

相關計畫中挑選保存後設資料項目，對映至 OAIS 資訊模型的資訊封包
中，以產生的初步結果，徵詢國際圖書資訊領域學者專家意見。第二階

段，直接採用 OAIS資訊模型的架構及用語做為自行開發保存後設資料的

高階架構，並自典藏數位物件實際經驗所產生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中，

挑選、填入高階架構的分類下，再根據前述學者專家的意見，修飾成最

後的版本。 

根據 OAIS 資訊包裹（Information Package）的定義，數位資源（內

容資訊， Content Information）應與其保存描述資訊（ Preservation 
Description Information）封裝在一起，內容資訊由資料及解讀資料的展現

資訊（Representation Information）組成，Cedars 把每一筆保存後設資料

視為一個資訊包裹，描述重點就放在保存描述資訊及展現資訊上，架構

如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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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NLA保存後設資料的架構與發展方式 

NLA提出的 25個保存後設資料主要項目，沒有明顯架構，雖然用語

有異，但卻可以很容易對映到 OAIS資訊模型架構下。 

NLA 提出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受到國際間許多相關計畫的影響，例

如 OAIS 參考模型、NEDLIB 計畫、澳洲國家圖書館的 PANDORA 計畫
等。尤其 PANDORA計畫可說是 NLA發展數位保存工作的立足點，對後

資訊包裹 

Information Package 

保存描述資訊  

Preservation Description Information

內容資訊 

Content Information 

參考資訊 
Reference 

Information 

背景資訊 
Context 

Information 

固定性資訊 
Fixity 

Information 

來源資訊 
Provenance 

Informatio

展現資訊 
Representation 

Information 

資料物件 
Data Object 

⋯

⋯

⋯

⋯

⋯

⋯

⋯

⋯

⋯

⋯

⋯

圖 4-1  Cedars保存後設資料架構圖 

資料來源︰Metadata for Digital Preservation: The Cedars Project Outline 
Specifitation (Cedar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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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提出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也有很大的影響。 

PANDORA 的發展經歷數個階段，為了對映出所有業務流程、資

料、資料結構及後設資料間的關係，並得以應用在較大型的保存機構， 
PANDORA工作人員以「實體－關係圖」（Entity - Relation Diagram）為
工具，在 1997 年發展出「邏輯資料模型」(logic data model)，界定出
PANODRA 系統所必須支持的邏輯實體，「保存」就是最高階層的實體

之一。在 PANDORA 的定義下，保存是「檔案館中支援館藏管理所不可

或缺的工作，包括確保館藏可供立即及長期的使用。」進一步分析出的

屬性，即成為後來所發展出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 

此外，RLG所提出的 16個保存後設資料項目也是一個特別的起點。

由於發現 Dublin Core無法滿足數位保存工作所需，NLA保存後設資料小

組開始測試 RLG成果在其他型態數位物件上的運用成果，但由於 RLG的
保存後設資料僅能用於掃描或拍攝而成的數位影像檔，不能用於其他型

態數位物件，也不能容納原生的數位物件，NLA 才決定自行開發。 

肆、 NEDLIB保存後設資料的架構與發展方式 

NEDLIB以 OAIS資訊模型為基礎，從下列三方面方式發展保存後設

資料：15  

一、 探索電子出版品寄存系統（DSEP）各項功能，一方面檢視會產
生哪些後設資料項目，同時確認這些後設資料是否為 DSEP 所
需。 

二、 以 OAIS 資訊模型為起點，將 OAIS 資訊包裹的概念運用在

DSEP 架構中，並檢視英國 Cedars 計畫所提出的保存後設資料

項目。  

三、 檢視特定的數位保存方法，找出所需之後設資料，例如，荷蘭

國家圖書館與 Jeff Rothenberg 合作測試技術模擬機制，嘗試在
DSEP環境中定義技術模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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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DLIB與 Cedars一樣，都採用 OAIS資訊模型做為保存後設資料的

架構，但 NEDLIB 基於資料負荷量的理由，設計成 OAIS 資訊模型的變
體，將許多資訊移出保存後設資料的範疇，尤其保存描述資訊的部分，

不但大幅簡化，來源資訊部分僅有一個「更動史」項目，背景資訊更完

全未被列入，展現資訊也未如同 Cedars 般區分為結構資訊及語義資訊，
不過仍可明顯看出，NEDLIB 與 Cedars 保存後設資料最高兩層的架構及

用語幾乎相同。NEDLIB保存後設資料結構如圖 4-2。 

 

DSEP保存後設資料 
DSEP Preservation 
Metadata 

展現資訊 

Metadata for the 
Representation Information 

保存描述資訊 

Metadata for the Preservation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參考資訊 

Reference 
information

更動史 

Change 
history 

固定性資訊

Fixity 
information

硬體需求 

Hardware 
requirements 
information 

作業系統 

Operating 
system 

組譯、編譯器 

Interpreter 
and compiler  

物件格式 

Object format 

應用軟體 
Application 

...

圖 4-2  NEDLIB保存後設資料架構 

資料來源︰Metadata for Long Term Preservation, NEDLIB Report 
Series 2.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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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四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比較 

壹、 四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介紹 

一、 RLG保存後設資料項目 

RLG工作小組針對數位影像檔提出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共 16項，以
序號排列，沒有明確結構，彼此間亦無關聯。RLG工作小組建議 16個項
目皆為必要，使用機構可視需求增加項目，但不應再減少，因此並無項

目必需性的說明。 

根據 RLG 的構想，這些資訊在記錄時可能須配合不同後設資料系統

的規定，因此未規範語法，僅提供語義上的架構。 

表 4-2 RLG保存後設資料項目 

項目名稱 說    明 格式或範例 

日期 (DATE) 建檔日期 yyyyddmm 

記錄者 

(TRANSCRIBER)

負責記錄保存後設資料的機

構名稱是必備項；個人識別

資料可視情況取捨。 

史丹佛大學圖書館，保存與維

護部門 

製作者 

(PRODUCER) 

負責數位資源實體製作的機

構名稱，若經過重製手續，

則記錄實際負責重製的機

構，而非授權機構；可視情

況加上負責製作者的個人識

別資料，如掃描者等。 

1、（備有掃描設備的研究圖書
館）︰史丹福大學圖書館，保

存與維護部門，KES。 

2、（執行掃描工作的包商）︰

Luna Imaging, Inc., 1315 Innes 
Place, Venice, CA 90291-3617, 
USA 

資料取得裝置 

(CAPTURE 
DEVICE) 

數位相機或掃描器的廠牌、

規格 
Kronton 3012 
 

資料取得細節 

(CAPTURE 
DETAILS) 

掃描器：應記錄掃描軟體相

關資訊，包括軟體版本、掃

描器設定、伽瑪修正功能及

其他相關細節。 

數位相機：應記錄鏡頭規

格、焦距、光源種類等資

訊。 

1、 PixelCraft Proimager 8000；

2、 Nikon 24mm lens; high 
frequency fluorescent studio 
camera lights, Videsence, 
model Pl330, with Osram 55 
watt 3200 degree color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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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動史 

(CHANGE 
HISTORY) 

檔案曾有過的修正紀錄，包

括修正者／修正機構的名

稱，以及修正日期 

1、 原始數位影像母檔，透過

JWC於 2001 年 2月 6日生
產的 YYY軟體由 TIFF v.X 
檔轉置成 TIFF v.X+1 檔。 

2、 輸出檔係由原始數位母檔透

過 JWC於 1999 年 4月 1日
出品的 YYY 軟體所產生，
像素量不變，影像較鮮明銳

利。  

確認機制 

(VALIDATION 
KEY) 

用以確認電子傳輸檔案是否

正確之機制，通常是一個數

字，用來確認所傳輸的檔案

是否就是後設資料所描述的

檔案，即所謂「檢查碼」。 

網際網路標準總數檢查法；

Roland總數檢查法 

加密 

(ENCRYPTION) 

資料傳送前加密方式 RSA 公共金鑰加密系統 

浮水印 

(WATERMARK) 

指出是否建立數位指紋，可

供辨識影像所有者，並防止

檔案遭未經授權使用。 

Watermark by Digimarc  
Professional； 

Watermark by Invisible Ink for 
Images 

解析度 

(RESOLUTION) 

由像素大小標出資料解析度 4096 x 6144 pixels；600 dpi；
320 dpi 

壓縮 

(COMPRESSION) 

指出檔案是否曾壓縮，若

有，應標明壓縮程度及方法 
LZW; JPEG, compression level 
10 (Corel Photopaint) 

實體來源 

(SOURCE) 

描述數位化資料來源的實體

特徵，如尺寸、狀況、原件

或複本，如果為達到更佳的

數位化效果，而對來源做過

修正，這些修正資訊也要予

以記錄。如果來源是照片或

微縮型態，影像型態也要記

錄（例如，正片或負片）。 

照片，20 x 25公分； 

原件； 

表面有水漬；18 x 22公分 

色彩 COLOR 指出像素深度 1-bit；8-bit 

色彩管理 

COLOR 
MANAGEMENT 

標明用以改善影像檔在掃

描、呈現及輸出時色差問題

的系統 

Photo CD； 

OptiCal (color management 
system)；Profile/80 (color sync 
profile maker) 

色階／灰階 
COLOR BAR/ 
GRAY SCALE 

指出有無利用色階或灰階方

式，並標明型態 
Kodak Q13 or Q14 Color 
Separation Guide and Gray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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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 Kodak Q60 Color Input Target 

控制標的 

CONTROL 
TARGETS 

指出影像檔中用以進行品質

管制、認證等標的之相關資

訊 

AIIM 2號掃描測試圖； 

RIT 文數字解析度測試物件； 

二、Cedars保存後設資料項目 

Cedars 計畫所提出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採用 OAIS 資訊模型為架
構，最上方三層的結構、用語，與 OAIS資訊模型用語完全相同，項目名
稱如下表，並列出識別碼、說明、所屬次項目、必備性、是否可重複等

細節。雖然 Cedars 強調，他們提出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專注於協助保

存，未涵蓋所有檔案工作及行政流程，但相對於 RLG、NLA 及 NEDLIB
所建議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而言，仍多了不少項目。 

Cedars 原本擬針對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必需性程度定出「必備」或

「可選用」等區分，但後來發現，由於只是高階項目，每個應用機構狀

況不同，很難一體適用；再者，數位物件型態的差異，也會影響項目的

必需性，因此決定以其在各類型物件的「適用性」為標準，訂出各保存

後設資料項目的重要性，區分如下： 

1、 非常重要：可廣泛適用於數位物件； 
2、 重要：可適用於大部分物件； 
3、 較不重要：可適用於部分物件但非必需。 
 

名稱 0資訊封包 (Information Package) 

識別碼 informationPackage 

說明 包含所有內容、相關描述、稽核紀錄等長久保存數位資源所需資訊 

次項目 1保存描述資訊 (preservationDescription) 
2 內容資訊 (contentInformation) 

 

名稱 1保存描述資訊 (Preservation Description Information) 

識別碼 preservationDescriptionInformation 

說明 包含完整保存數位資源所需資訊，可分為四大類：來源、參考、固

定及背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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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備性 非常重要 

次項目 1.1 參考資訊 (referenceInformation) 
1.2 背景資訊 (contextInformation) 
1.3 來源資訊 (provenanceInformation) 
1.4  固定性資訊 (fixityInformation) 

 

名稱 1.1 參考資訊 (Reference Information) 

識別碼 referenceInformation 

說明 包含識別資源及其他描述資源的資訊，現行編目機制的後設資料也

包括在內 

必備性 非常重要 

次項目 1.1.1資源描述 (resourceDescription) 
1.1.2 原有後設資料(existingMetadata) 

 

名稱 1.1.1資源描述 (Resource Description) 

識別碼 resourceDescription 

說明 包含可識別資源的識別及描述資訊，並可藉此辨識作者、版本等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備註 Cedars採用 Dublin Core呈現此部分資訊，但就長期而言，不保證

Dublin Core是最佳解決方案。Cedars 建議，如果可能，最好採用原
有的資源探索後設資料。此外，雖然 DC每一項目皆為「非必要」，
但為顧及實際需要，Cedars至少會包括題名項（DC:title）。 

 

名稱 1.1.2 原有後設資料(Existing Metadata) 

識別碼 existingMetadata 

說明 數位資源原有的任何後設資料紀錄（如MARC、Dublin Core紀錄） 

必備性 重要 

次項目 1.1.2.1 原有紀錄 (existingRecords) 

 

名稱 1.1.2.1原有紀錄 (Existing Record) 

識別碼 existingRecord 

說明 原有後設資料中的每一筆資料紀錄 

必備性 重要 

可重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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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1.2 背景資訊 (Context Information) 

識別碼 contextInformation 

說明 記錄內容資訊與其環境間關係，包括與其他內容資訊物件的關係 

必備性 非常重要 

次項目 1.2.1相關資訊物件 (relatedInformationObject) 

備註 OAIS model 模型對背景資訊與來源資訊畫分不清。雖然 OAIS建議
產生原因、保存原因等屬於背景資訊範疇，但 Cedars成員一致認為
較適合置於來源資訊內。 

 

名稱 1.2.1 相關資訊物件 (Related Information Object) 

識別碼 relatedInformationObject 

說明 此項目標明與入館物件有特別關係之數位物件。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可重複 是 

備註 這些相關物件可能包括由同一研究實體針對相同或近似主題所製造

的物件，或是可協助此物件使用之相關品項，如由第三人製作之說

明書等。  

 

名稱 1.3 來源資訊 (Provenance Information) 

識別碼 provenanceInformation 

說明 此項目定義為記錄內容資訊歷史之資訊，陳述內容資訊的來源、曾

發生的更動及歷來的監管者等。對 Cedars而言，物件的產生原因及
保存原因也列在此項目下。 

必備性 非常重要 

次項目 1.3.1 來源歷史 (historyOfOrigin) 
1.3.2 管理歷程 (managementHistory) 
1.3.3  版權管理 (rightsManagement) 

備註 此項目可包含連結物件其他版本的參照  

 

名稱 1.3.1 來源歷史 (History of Origin) 

識別碼 historyOfOrigin 

說明 原始物件納入典藏前的描述；若物件係以轉換數位化方式產生，可

在此描述產生過程 

必備性 非常重要 

次項目 1.3.1.1 產生原因 (reasonForCreation) 
1.3.1.2 監管歷史 (custody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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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歸檔前更動史 (changeHistoryBeforeArchiving) 
1.3.1.4 原始技術環境 (originalTechnicalEnvironments) 
1.3.1.5 保存原因 (reasonForPreservation) 

備註 本項目應包含︰數位資源原始預期用途、原始內容、數位化參數

（數位化專案使用）  

 

名稱 1.3.1.1產生原因(Reason for Creation) 

識別碼 reasonForCreation 

說明 數位資源產生的原因，例如將脆弱原件轉為數位化保存 

必備性 重要 

可重複 是 

 

名稱 1.3.1.2監管歷史(Custody History) 

識別碼 custodyHistory 

說明 包含自產生至移交數位檔案館止，所有負責監管人（或機構）的名

稱及所產生的紀錄。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可重複 是 

 

名稱 1.3.1.3歸檔前更動史 (Change History Before Archiving) 

識別碼 changeHistoryBeforeArchiving 

說明 描述物件自產生至移交數位檔案館止，所發生的所有更動；若由非

數位轉換格式而來者，可加上原件相關描述。 

必備性 重要 

可重複 是 

 

名稱 1.3.1.4原始技術環境 (Original Technical Environments) 

識別碼 originalTechnicalEnvironments  

說明 原始物件入館時的作業環境，包括硬體、作業系統及必要軟體 

必備性 重要 

可重複 是 

次項目 1.3.1.4.1 作業環境 (prerequisites) 
1.3.1.4.2 程序 (procedures) 
1.3.1.4.3 作業手冊 (documentation) 

備註 此項目描述原始物件所使用系統等環境資訊，勿與展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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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on Information）混淆。 

 

名稱 1.3.1.4.1作業環境 (Prerequisites) 

識別碼 prerequisites 

說明 原有用以運作物件的軟硬體及作業系統 

必備性 重要 

可重複 是 

備註 應標明注意事項 

 

名稱 1.3.1.4.2 程序 (Procedures) 

識別碼 Procedures 

說明 操作、安裝原始物件所需軟硬體及作業系統的附加說明 

必備性 重要 

可重複 是 

備註 應標明注意事項 

 

名稱 1.3.1.4.3 作業手冊  (Documentation) 

識別碼 Documentation 

說明 原始物件軟硬體及作業系統的操作手冊 

必備性 重要 

可重複 是 

備註 例如，ORIC-1電腦硬體手冊的引文。若有注意事項應標明。 

 

名稱 1.3.1.5 保存原因 (Reason for Preservation) 

識別碼 reasonForPreservation 

說明 描述此數位資源長久保存、典藏原因. 

必備性 重要 

備註 成本、利潤等亦可記入 

 

名稱 1.3.2 管理歷程 (Management History) 

識別碼 managementHistory 

說明 本項目描述自典藏機構接下保存責任後，數位物件的所有更動 

必備性 非常重要 

次項目 1.3.2.1 擷取歷程 (ingestProcess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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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行政管理歷程 (administrationHistory) 

 

名稱 1.3.2.1 擷取歷程  (Ingest Process History) 

識別碼 ingestProcessHistory 

說明 為準備入館儲存所做的更動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名稱 1.3.2.2 行政管理歷程  (Administration History) 

識別碼 administrationHistory 

說明 入館動作完成後的行政事務歷程 

必備性 非常重要 

次項目 1.3.2.2.1 行動紀錄 (actionHistory) 
1.3.2.2.2 政策紀錄 (policyHistory) 

 

名稱 1.3.2.2.1 行動紀錄  (Action History) 

識別碼 actionHistory 

說明 物件擷取入館後，為保存需要所做的更動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可重複 是 

備註 為達保存目的，可能必須改變格式。此項目可加入與先後版本的連

結。 

 

名稱 1.3.2.2.2 政策紀錄  (Policy History) 

識別碼 policyHistory 

說明 描述為保存物件而對物件所施與的一系列行動。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可重複 是 

備註 檔案館政策改變，制度可能隨之變動。Cedars將此項開放，應用時可
用預設列表選擇，也可用字串敘述。 

 

名稱 1.3.3 版權管理 Rights Management 

識別碼 rightsManagement 

說明 物件的智慧財產權資訊 

必備性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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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項目 1.3.3.1 協商歷程 negotiationHistory 
1.3.3.2 版權資訊 rightsInformation 

 

名稱 1.3.3.1 協商歷程 Negotiation History 

識別碼 negotiationHistory 

說明 相關權益協商細節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名稱 1.3.3.2 版權資訊 Rights Information 

識別碼 rightsInformation 

說明 智慧財產權資訊 

必備性 非常重要 

次項目 1.3.3.2.1 版權聲明 copyrightStatement 
1.3.3.2.2 行動者 actors 
1.3.3.2.3 行動 actions 

備註 此欄位可協助館員判定讀者的使用權限 

 

名稱 1.3.3.2.1 版權聲明(copyrightStatement) 

識別碼 copyrightStatement 

說明 包含協助判別智財權所有者的次項目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可重複 是 

次項目 1.3.3.2.1.1 出版者 (nameOfPublisher 
1.3.3.2.1.2 出版日期 (dateOfPublication 
1.3.3.2.1.3 出版地 (placeOfPublication 
1.3.3.2.1.4 版權警示 (rightsWarning 
1.3.3.2.1.5 連絡人或版權所有者 contactsRightsHolders 

 

名稱 1.3.3.2.1.1 出版者 (Name of Publisher) 

識別碼 nameOfPublisher 

說明 出版者名稱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可重複 是 

 

名稱 1.3.3.2.1.2 出版日期 (Date of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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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別碼 dateOfPublication 

說明 出版日期 

必備性 重要 

 

名稱 1.3.3.2.1.3 出版地 (Place of Publication) 

識別碼 placeOfPublication 

說明 出版地點 

必備性 重要 

可重複 是 

 

名稱 1.3.3.2.1.4 版權警示 (Rights Warning) 

識別碼 rightsWarning 

說明 警告此數位資源是否牽涉版權或資料庫權益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名稱 1.3.3.2.1.5 連絡人或版權所有者 (Contacts or Rights Holder) 

識別碼 contactsRightsHolders 

說明 此項目記載有關版權所有者的其他詳細資訊 

必備性 較不重要 

可重複 是 

 

名稱 1.3.3.2.2 行動者 (Actors) 

識別碼 Actors 

說明 標明此數位物件的授權使用者，如館員或讀者，或兩者皆可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名稱 1.3.3.2.3 行動 (Actions) 

識別碼 Actions 

說明 標明可採用的數個行動次項目 

必備性 非常重要 

次項目 1.3.3.2.3.1 許可行動項目 (permittedByStatue) 
1.3.3.2.3.2 合約行動項目 (permittedByLicence) 

 

名稱 1.3.3.2.3.1 許可行動項目 (Permitted by Sta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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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別碼 permittedByStatue 

說明 本項目以文字提示標準的許可行動 

必備性 重要 

 

名稱 1.3.3.2.3.2 合約行動項目 (Permitted by Licence) 

識別碼 permittedByLicence 

說明 若有使用合約，本項目將標明合約實際內容，指出授權使用者及使

用項目 

必備性 較不重要 

備註 由於物件係為保存而寄存館中，因此若有任何保存動作，應先獲核

准。可能會有整體性的合約，且彼此有關聯。 
本欄位必備的 licenceTextPointer指標須包含一個指向相關合約內容
的參照。 

 

名稱 1.4 固定性資訊 (Fixity Information) 

識別碼 fixityInformation 

說明 本項目用以證名典藏資訊封包（AIP）之真實性，例如，利用加總檢

查或數位簽章等方法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可重複 否 

次項目 1.4.1 真實性指標 (authenticationIndicator) 

備註 固定性資訊雖與內容資訊獨立儲存，但仍存在 AIP中，與內容資訊
連結。OAIS模型明確指出，只要不是與展現物件的技術有直接關係

者，均不列入內容資訊中。每個 AIP 都有自己的固定性資訊，即使

同一物件的各版本也有各自的固定性資訊。Cedars把固定性資訊視為
物件傳送時的一部分，用以確保物件不是在真實性未受認證下傳

送，同樣地，物件也僅供獲得認證的使用者取用。 

 

名稱 1.4.1 真實性指標 (Authentication Indicator) 

識別碼 authenticationIndicator 

說明 用以確保數位物件真實性的機制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可重複 是 

 

名稱 2內容資訊 (Content Information) 

識別碼 content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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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保存的主要標的，由數位物件及其呈現資訊所組成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可重複 否 

次項目 2.1 展現資訊 (representationInformation) 
2.2 主要數位物件(primaryDigitalObject) 

 

名稱 2.1 展現資訊 (Representation Information) 

識別碼 representationInformation 

說明 此部分包含所有取得數位物件智能內容所必需的資訊，它提供進入

呈現網路的正確起始點。這個項目所包含的次項目可以內建在典藏

資訊包裹中，不過通常儲存在獨立的展現網路中，並內建與此網路

的連結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可重複 否 

次項目 2.1.1 結構資訊 (strucureInformation) 
2.1.2 語義資訊 (semanticInformation) 

備註 若技術環境描述不足，造成未來數位物件無法讀取，此部分資訊可

協助取用數位內容 

 

名稱 2.1.1 結構資訊 (Strucure Information) 

識別碼 strucureInformation 

說明 記載將數位物件位元流轉換為結構化組成部分的機制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可重複 否 

次項目 2.1.1.1 資料格式 (uafDescription) 
2.1.1.2 轉換物件 (uafTransformer) 
2.1.1.3 解讀／分析／轉換物件 (racObject) 

備註 最簡單的轉換，應該是在物件移交前所進行的結構重組（如歸檔的

CD-ROM，其位元流就要轉換成如同原始 CD般的樹狀檔案結構）。

 

名稱 2.1.1.1 資料格式 (Underlying Abstract Form Information) 

識別碼 uafDescription 

說明 描述資料格式，完整者應舉出曾應用此格式的物件為範例。 

必備性 重要 

備註 若所有資料格式已製成表格，可協助館方擷取時選擇正確的 UAF格
式。館藏數位物件中，採用相同 UAF的物件愈多，此項目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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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2.1.1.2 轉換物件 (Transformer Object – TO) 

識別碼 uafTransformer 

說明 轉換物件提供將位元流轉換為 UAF 的軟體機制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可重複 是 

次項目 2.1.1.2.1 平台 (platform) 
2.1.1.2.2 參數 (parameters) 
2.1.1.2.3 分析引擎 (renderAnalyseEngines) 
2.1.1.2.4 輸出格式 (outputFormat) 
2.1.1.2.5 輸入格式 (inputformat) 

備註 不同的平台可能會有不同的 TO很可能須用到特定平台 

 

名稱 2.1.1.2.1 平台 (Platform) 

識別碼 Platform 

說明 軟體賴以維持運作的計算平台 

必備性 重要 

可重複 否 

備註 平台可能是硬體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某種軟體技術（如網頁瀏覽

器）。就某些數位資源而言，若能提供硬體可編譯 C-code，就可以
重現其計算平台。 

 

名稱 2.1.1.2.2 參數 (Parameters) 

識別碼 Parameters 

說明 軟體正確運作的額外需求 

必備性 較不重要 

可重複 是 

備註 轉換目標的參數，可能包括軟體用以對映位元流到特定 UAF的規
格。 

 

名稱 2.1.1.2.3 分析引擎  (Render/Analyse Engines) 

識別碼 renderAnalyseEngines 

說明 適當解譯數位物件所需的軟體引擎 

必備性 重要 

可重複 否 



 84

備註 就 TO而言，軟體引擎藉由將位元流轉為 UAF進行解讀 

 

名稱 2.1.1.2.4 輸出格式 (Output Format) 

識別碼 outputFormat 

說明 描述經分析引擎處理過而產生的數位物件格式 

必備性 重要 

可重複 否 

備註 對 TO而言，此項目應與 UAF描述項相同。對 RAO而言，輸出格式
可能是圖像式的使用者界面或列印稿。  

 

名稱 2.1.1.2.5 輸入格式 (Iutput Format) 

識別碼 iutputFormat 

說明 描述分析引擎所處理的數位物件格式 

必備性 重要 

可重複 否 

 

名稱 2.1.1.3 解讀／分析／轉換物件 (Render/Analyse/Convert Object) 

識別碼 racObject 

說明 此類物件提供取用物件智能內容的軟體機制，可直接解讀、透過分

析工具或將物件轉換為較易理解格式。 

必備性 重要 

可重複 是 

次項目 2.1.1.3.1 平台 (platform) 
2.1.1.3.2 參數 (parameters) 
2.1.1.3.3 解讀分析引擎 (renderAnalyseEngines) 
2.1.1.3.4 輸出格式 (outputFormat) 
2.1.1.3.5 輸入格式 (inputformat) 

 

名稱 2.1.2 語義資訊 (Semantic Information) 

識別碼 semanticInformation 

說明 提供解讀數位物件的機制. 

必備性 重要 

可重複 否 

次項目 2.1.2.1 解讀分析物件 (rao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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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2.1.2.1 解讀分析物件 (Render/Analyse Object – RAO) 

識別碼 raoObject 

說明 提供不同的軟體機制，並描述藉以運作的平台，以供取用數位物件

之智能內容 

必備性 重要 

可重複 是 

次項目 2.1.2.1.1 平台 (platform) 
2.1.2.1.2 參數 (parameters) 
2.1.2.1.3 解讀分析引擎  (renderAnalyseEngines) 
2.1.2.1.4 輸出格式 (outputFormat) 
2.1.2.1.5 輸入格式 (inputFormat) 

 

名稱 2.2 主要數位物件  (Primary Digital Object) 

識別碼 primaryDigitalObject 

說明 此項是原始數位資源的位元流，有時會利用參照與實際物件連結 

必備性 非常重要 

可重複 否 

 

三、 NLA保存後設資料項目 

NLA 提出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與 Cedars 及 NEDLIB 所提出者不

同，沒有明顯的架構，但仍可對映至 OAIS 的資訊模型中。項目共有 25
項，部分項目下還有次項目。有不同的描述層級、針對不同檔案型態描

述，是 NLA保存後設資料項目最大的特色。 

在項目必需性的表述上，NLA 不採納慣用的「必備項」、「可選用

項」等名詞，改採「必要 essential」、「若適用則為必要 essential if 
appropriate」、及「建議採用 desirable」等， 「若適用則為必要 essential 
if appropriate」指的是這些項目僅適用於部分種類的物件或流程；「建議

採用 desirable」則意謂資訊雖非必要，但應會有所助益者。 

項目名稱 1. 永久性識別號  (Persistent Identifier - type and identifier) 

定義 唯一且永久的標識或名稱，可藉以與後設資料、其他物件或同物件其他

版本相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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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每一描述物件都必須有一個永久且獨一無二的識別號，才能與其他版本

區別，並將之與後設資料連結。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描述範圍  若館藏層級有描

述，館藏可另加上

識別號。 

每一物件都要有獨特

識別號。 

若次級物件與物件不同，

可另加上識別號；但若物

件下僅有一個次級物件，

則不須另加識別號。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必要 必要 必要 

備註 永久性識別號可以是任何型態的組合，視機構決策而定 

 

項目名稱 2. 創建日期 (Date of Creation) 

定義 實體產生的日期，以標準格式呈現  

說明 日期與其他後設資料為物件的真實性及來源提供證據。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描述範圍  館藏創建的日期，某日

或某段期間  

物件創建日期 次級物件創建日期 

可重覆  否 否 否 

必需性 必要 必要 必要 

備註 其他相關日期記錄於相對應項目中 

  

項目名稱 3. 結構類型(Structural Type) 

定義 物件或館藏的類型，如影像、聲音、影音、文字、資料庫、軟體，甚至

是多種型態的組合，如網路文件或多媒體物件。  

說明 確定物件的結構類型，才能選擇合適的保存方法。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描述範圍 館藏結構類型的描述，自

下列種類中選用一種︰影

像、聲音、影音、文字、

資料庫、軟體，或綜合

類，如網路文件或多媒體

等。種類列表可視需要擴

充，增加新格式。 

物件結構類型的描述，自

下列種類中選用一種︰影

像、聲音、影音、文字、

資料庫、軟體，或綜合

類，如網路文件或多媒體

等。種類列表可視需要擴

充，增加新格式。 

本層級不描述 

範例 例 1︰52 個影像 
例 2︰混合型（此館藏包

含多種不同格式文件） 

例 1︰影音 
例 2︰網路文件 

  

可重覆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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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性 必要 必要   

備註 複雜文件須在第 5項檔案描述中做進一步說明 

  

項目名稱 4. 複雜物件之技術性架構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of Complex Object) 

定義 複雜物件的技術基架  

說明 了解複雜物件的結構及組成，是管理保存工作不可或缺的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描述範圍 與館藏層

級無關 

描述複雜物件的技術層面資訊，如

網頁或光碟格式等，所包含次級物

件的總數及型態也應記錄。 

若物件僅由單一次級物件組成，或

組成館藏的數個次級物件彼此沒有

功能上的關係，則此項目可省略。 

與次級物件層級無關

可重覆    否   

必需性   必要   

  

項目名稱 5. 檔案描述 (File Description) 

備註  下列類別是否足以容納所有格式，尚待驗證。MIME雖可自動產生下列

資訊，但有些欄位資訊可能會誤植，這方面仍待進一步研究及切磋。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次項目 5.1 影像 (Image) 
5.2 聲音 (Audio) 
5.3 影音 (Video) 
5.4 文字 (Text) 
5.5 資料庫 (Database) 
5.6 可執行檔 (Executables) 

 

5.1 影像 (Image) 

5.1.1 影像格式與版本 
(Image Format and Version) 

定義︰檔案型態與版本 
範例︰TIFF v 4.0  

5.1.2 影像解析度 
(Image Resolution) 

定義︰影像的空間解析度，以每英吋或每公分內的像

素量(ppi, p/cm)或點量(dpi, d/cm)表示。 
範例︰600 dpi; 320 dpi, 1500 d/cm 

5.1.3 影像深度 
(Image Dimensions) 

定義︰垂直與水平之像素量 
範例︰4096 x 6144 pixels 

5.1.4 畫素解析度 
(Image Tonal Resolution) 

定義︰每一畫素內位元深度，採灰階或彩色 
範例︰1-bit; 8-bit greyscale; 24-bit col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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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影像色彩空間 
(Image Color Space) 

定義︰影像所使用的色彩空間 
範例︰CMYK; RGB 

5.1.7 影像色彩管理 
(Image Color Management) 

定義︰任何用以增近影像色彩一致性的系統 
範例︰PhotoCD; OptiCal; Profile/80; Softproof 
(Photoshop plug-in) 

5.1.8 影像色彩對照表 
(Image Color Lookup Table) 

定義︰色彩對照表的位置與編碼方式 
範例︰FResident (if CLUT inside image file), Base64 (if 
CLUT binary encoded) 

5.1.9 影像方位 
(Image Orientation) 

定義︰掃描後儲存影像與影像原有方位的關係 
範例︰000（影像方位正確）；090（也就是影像與其
原有方位相差 90 度） 

5.1.10 壓縮 
(Compression) 

定義︰壓縮方式與程度  
範例︰CCIT 4 

  

5.2 聲音 (Audio) 

5.2.1 聲音格式與版本 
(Audio Format and Version) 

定義︰檔案型態與版本 
範例︰AIFF interleaved  

5.2.2 聲音解析度 
(Audio Resolution) 

定義︰取樣頻率 
範例︰44.1kHz；96kHz 

5.2.3 長度 
(Duration) 

定義︰錄音的長度 
範例︰67 分 12 秒；03:12:24:20 

5.2.4 聲音位元率 
(Audio Bit Rate) 

定義︰用以將聲音解碼的文字長度 
範例︰16 bit, 24 bit. 

5.2.5 壓縮 
(Compression) 

定義︰壓縮的型態與程度（注意︰聲音檔壓縮或位元

率降低是不可回復的） 
範例︰MPEG 3 

5.2.6 封裝方式 
(Encapsulation) 

定義︰傳送格式與版本 
範例︰Real Audio II 

5.2.7 聲軌數量與型態 
(Track Number and Type) 

定義︰聲軌的數量及彼此間關係 
範例︰1.雙軌立體聲；2.單軌；3.五頻環繞音效 

  

5.3 影音 (Video) 

5.3.1 影音檔格式與版本  
(Video File Format and Version) 

定義︰檔案型態與版本 
範例︰Quicktime 1.1版 

5.3.2 框架深度 
(Frame Dimensions) 

定義︰單一靜止框架解析度 
範例︰640 pixels x 480 pixels 

5.3.3 長度 定義︰影音錄製的時間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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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tion) 範例︰67分 12秒；03:12:24:20 

5.3.4 框架頻率 
(Frame Rate) 

定義︰影音資料每秒標準框架率 
範例︰25 fps 

5.3.5 壓縮 
(Compression) 

定義︰壓縮的型態與程度（注意︰影音檔壓縮或

位元率降低是不可回復的 
範例︰MPEG 3 

5.3.6 影音編碼結構 
(Video Encoding Structure) 

定義︰影音編碼結構的類型與版本 
範例︰Mpeg 3 
註︰MPEG可以是封包（傳送格式）也可以是檔
案型態 

5.3.7 影像聲音 
(Video Sound) 

定義︰聲音參數 

  

5.4 文字 (Text) 

5.4.1 文字格式與版本 
(Text Format and Version) 

定義︰檔案類型與版本 
範例︰MS Word 97  

5.4.2 壓縮 
(Compression) 

定義︰壓縮類型與程度  
範例︰.zip file 

5.4.3 文字字元集 
(Text Character Set) 

定義︰文件中所採用之字元集 
範例︰ASCII；Unicode；EBCDIC 

5.4.4 文字 DTD 
(Text Associated DTD) 

定義︰結構化文字的文件型態定義名稱（DTD） 
範例︰EAD 

5.4.5 文字結構區分 
(Text Structural Divisions) 

定義︰結構化文字檔中的邏輯區分 
範例︰TEI element DIVn used 

  

5.5 資料庫(Database) 

5.5.1 資料庫格式與版本

(Database Format and 
Version) 

定義︰檔案類型與版本 
範例︰MS Access 3.1 

5.5.2 壓縮 
(Compression) 

定義︰壓縮類型與程度 
範例︰.zip file 

5.5.3 資料類別及展現類別 
(Datatype and 
Representation category) 

定義︰用以展現資料項所採用的符號、字元種類及數

值，可廣泛敘述，也可針對特定項目。 
範例 1: 文數字與圖像；2. 資料項 “xxx1” 包含文數

字，資料項 “xxx2” 包含圖像 

5.5.4 展現格式
(Representation Form and 
Layout) 

定義︰資料項展現格式的名稱或描述以及重現的外

觀，可廣泛敘述，也可針對特定項目。 
範例 1. Text︰Alphabetic, code:numeric, quantitative 



 90

value:currency$$,$$$.99, date︰yyyy:mm:dd.  
2. 資料項 “xxx1” 為日期︰yyyy:mm:dd，資料項 
“xxx2” 為數值︰numericNNNN.NN，資料項 “xxx3” 為
數值︰currency$$,$$$.99 

5.5.5最大資料項數值

(Maximum size of data 
element values) 

定義︰某型態資料單位之最大數 
範例︰資料項 “xxx3” (money) 最大為 9位數  

5.5.6 最小資料項數值 
(Minimum size of data 
element values) 

定義︰某型態資料單位之最小數 
範例︰資料項 “xxx1” (date) 至少為 8字元 

  

5.6 可執行檔 (Executables) 

備註︰複雜物件，如 CD-ROM、網路文件等會包含一些可執行檔，負責特定的運

作，它們並非系統需求中所載明的軟體。 

5.6.1 編碼型態與版本 
(Code Type and Version) 

定義︰用以編譯可執行檔的內碼類別及版本 
範例︰1. 以可在Windows 95環境執行的 Intel code編
譯；2. 以 Perl script 編譯；3. Java 1.2版 

 

下表是檔案型態描述次項目的比較︰ 

表 4-3 NLA保存後設資料項目檔案型態描述次項目比較 

5.1 影像
Image  

5.2 聲音
Audio  

5.3 影音
Video  

5.4 文字 
Text  

5.5 資料庫 
Database  

5.6 可執行檔

Executables 

5.1.1 影像
格式與版

本 

5.2.1聲音格
式與版本  

5.3.1 影音格
式與版本  

5.4.1 文字格
式與版本  

5.5.1 資料

庫格式與

版本  

5.6.1編碼型
態與版本  

5.1.2影像
解析度 

5.2.2聲音解
析度  

        

5.1.3 影像
深度  

  5.3.2框架深
度  

      

  5.2.3 長度  5.3.3 長度        

5.1.4 影像
色彩 

5.2.4聲音位
元率  

5.3.4框架頻
率 

      

5.1.5畫素
解析度 

          

5.1.6 影像
色彩空間 

          

5.1.7 影像
色彩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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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影像
色彩對照

表 

          

5.1.9 影像
方位  

          

5.1.10壓縮 5.2.5壓縮 5.3.5壓縮  5.4.2壓縮 5.5.2壓縮   

  5.2.6 封包 5.3.6影音編
碼結構  

      

  5.2.7聲軌數

量與型態  
        

    5.3.7 Video 
Sound  

      

      5.4.3文字字
元集  

    

      5.4.4文字
DTD  

    

      5.4.5文字結
構區分.  

    

        5.5.3    資
料類別及

展現類別 

  

        5.5.4    展
現格式 

  

        5.5.5    最
大資料項

數值 

  

        5.5.6    最
小資料項

數值 

  

 

項目名稱 6. 已知系統需求  (Known System Requirements) 

定義 取用物件內資訊所需要的系統或軟體。可描述多個供物件操作的系統，

若物件與所有版本皆相容，可描述最早的系統版本。也可以描述系統需

求或未經壓縮檔所需的記憶體需求。須註明這些需求為必要或可選擇。 

說明 管理取用及操作數位物件需求，此資訊不可或缺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描述範圍 如有需要，可彙總

說明 
描述取用物件中資訊

所需的系統或軟體  
若合適，可在此層級描述

可重覆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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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性 若有幫助，可選用 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項目名稱 7. 安裝需求 (Installation Requirements) 

定義 安裝物件所需的任何特別程序 

說明 可協助取用某些需要特別安裝程序的物件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如有需要，可彙

總說明 
記錄所有額外的指令，如

密碼、如何啟動等 
可能需要描述，例如，

一物件中有可執行檔 

範例 密碼 [xxxxxxx] 1. 將次級物件複製到另一
磁碟 
2. 將次級物件複製到 C磁
碟並按下起始圖示 

須複製到另一個目錄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可選用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備註 未來進行轉置時，此資訊特別有用 

  

項目名稱 8. 儲存資訊 (Storage Information) 

定義 儲存容量及細節，包括載體格式等 

說明 有助於規劃特殊保存行動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館藏的容量及系統

／載體 

物件的容量及系統／

載體 

次級物件的容量及系統／

載體 

範例 1. 3.8 Gb on IBM 
digital library 

1. 1.3 Mb on CD 1. 500kb on exabyte tape 

可重覆  否 否 否 

必需性 可選用 可選用 可選用 

備註 須註明是否經過壓縮 

 

項目名稱 9. 限制取用方法 (Access Inhibitors) 

定義 限制取用數位資源的任何方法，如加密或浮水印等 

說明 若缺乏此類資訊，物件可能無法被取用、複製或轉置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如有需要，可彙總說

明 

如有需要，可彙總說

明 

描述限制取用法 

範例 密碼 [xxxxxxx] 需要相關硬件 1. Digimarc 浮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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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visible Ink for Images
浮水印, 入館前已置入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項目名稱 10. 檢索及搜尋工具、便利取用之工具  
(Finding and Searching Aids, and Access Facilitators) 

定義 用以提升取用資訊效率的系統或方法，須長期維護 

說明 此項目可促使所有保存流程都將檢索工具列入考慮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如有需要，可彙總

說明 

在物件層級描述系統或方法 本層級不描述 

範例  1. CD type ID points linked to file
2. 影音與文字時間碼相連結 

 

可重覆    是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項目名稱 11. 典藏行動許可 (Preservation Action Permission) 

定義 是否准許物件因保存目的而複製之說明 

說明 此資訊由負責機構記錄，協助管理保存工作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如有需要，

可彙總說明 
描述是否有相關許可、許

可發布日期及授權人。若

沒有相關許可，須記錄協

商狀態細節及日期。 

若與物件不同，須加以描述

範例  Redhead Publications 
granted permission 
19991005 

作者同意複製 
URN:NBN:au:nla:nph-arch/ 
1999/Q1999-Feb-1//  
http:// 
www.lib.latrobe.edu.au/AHR/ 
archive/Issue-December-
1998/ smith.html withheld by 
the author 

可重覆  否  否 否 

必需性 可選用 可選用 可選用 

備註 此項目可能受相關法規影響 

  

項目名稱 12. 確認機制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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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認證機制資訊，包括隨文件一同入館者及入館後館方加上者 

說明 可確認真實性並為保存工作提供決策資訊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在適當層級描述 在適當層級描述 描述確認機制 

範例     出版者採用標準網際網路加

總檢查法； 
NLA 在 199919122 採用
Roland 加總檢查法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可選用 可選用 可選用 

備註 此項目可獨立記錄，但似也可記入第 23項處理 (Process)中  

  

項目名稱 13. 關係 (Relationships) 

定義 此實體與其他物件的關係 

說明 可使物件與其後設資料、前後版本實體、其他格式版本、其他物件連

結，檢索工具也包括在內。藉由連結早期版本的後設資料（包括來源物

件）來維護物件更動史，是非常重要的。 

層級 範圍與範例 

館藏 描述與館藏有關的連結，例如 
1. 依照轉置順序，連結較早版本實體 
2. 依照轉置順序，連結較晚版本實體 
3. 包含較低階組成元件 
4. 與主要館藏間的關係 
5. 與保存主體連結 
6. 與複本主體連結 
7. 與檢索工具的連結 

可重複 是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物件 描述與物件有關的連結︰ 
1. 依照轉置順序，連結較早版本實體 
2. 依照轉置順序，連結較晚版本實體 
3. 是否是較高階集合體的一部分？ 
4. 包含較低階組成元件 
5. 與主要館藏間的關係  
6. 與配套物料關係  
7. 與保存主體連結 
8. 與複本主體連結 
9. 與處理流程前一物件連結 



 95

10. 依內容排序，與前一物件連結 
11. 與處理流程後一物件連結 
12. 依內容排序，與後一物件連結 
13. 在序列中位置及序列總數 
14. 與源自同一主體之項目連結 
15. 與符合 ISO 11179標準的資料庫連結  

可重複 是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次級物件 描述與次級物件相關的連結  
1. 依照轉置順序，連結前一個次級物件 
2. 依照轉置順序，連結後一個次級物件 
3. 是否是較高階集合體的一部分？ 
4. 與主要館藏間的關係  
5. 與保存主體連結 
6. 與複本主體連結 
7. 與處理流程前一物件連結 
8. 依內容排序，與前一物件連結 
9. 與處理流程後一物件連結 
10. 依內容排序，與後一物件連結  
11. 在序列中位置及序列總數 
12. 與源自同一主體之項目連結 
13. 與符合 ISO 11179標準的資料庫連結 

可重複 是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項目名稱 14. 功能缺失 (Quirks) 

定義 館藏、物件及次級物件的功能缺失或外表改變等特徵，可以直接描述，

也可以與缺失檔連結。僅記錄現狀的缺失。所有相關日期應予記錄。 

說明 協住保存工作者評估保存策略之得失，防止把時間浪費在解決原本就有

的問題上。本項目記錄因數位化、複製或轉置而造成的更動，原件的問

題也一併記錄。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若有助益，可將物件及

次級物件缺失在此層次

彙總說明 

描述物件層級缺失 描述次級物件層級缺失 

範例 館藏中所有早於 HTML 
4版的網路文件，文字

格式標籤皆無法再被支

援  

來源文件所有的

Shockwave檔都無

法讀取 

1. 由於 HTML 4版的更

動，文字格式標籤無法再

被許多瀏覽器支援 
2. 格式轉換造成 mpeg 影
音檔功能無法同步 
3. 紙本原件有大篇幅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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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降低影像品質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項目名稱 15. 典藏決策—概念 (Archiving Decision - work) 

定義 此項概念應否保存的決策及決策日期，也可以加上暫存及審核日期 

說明 此項資訊是此概念的保存歷程的一部分，也可以協助未來的決策制定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可在本層級描述或彙總

描述 
可在本層級描述或彙總描述 不描述 

範例 數位影像化的 Hansen 
Collection 將予以保存，
決策日期︰19990321 
[yyy:mm:dd] 

Australian Humanities Review 
將予以保存，決策日期︰

19991013 [yyyymmdd], 審核
日期 20011013 [yyyymmdd] 

  

可重覆  否 否   

必需性 必要 必要   

  

項目名稱 16. 決策理由－概念 (Decision Reason - work) 

定義 決定保存此概念的原因 

說明 此項資訊是此概念的保存歷程的一部分，也可以協助未來的決策制定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可在本層級描述或彙總

描述 
可在本層級描述或彙總描述 不描述 

可重覆  否 否   

範例 玻璃負片上的來源影像

已非常脆弱，無法再供

研究使用 

1. 根據 PANDORA選擇指
南 [版本及日期 yyyymmdd] 
2. 澳洲國家檔案館處置授權

碼 

 

必需性 必要 必要   

  

項目名稱 17. 負責典藏機構－概念  
(Institution Responsible for Archiving Decision (work)) 

定義 負責制定概念保存決策機構名稱 

說明 在分散式保存模式中，制定決策機構與實際保存機構可能不同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可在本層級描述或彙總 可在本層級描述或彙總描述 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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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範例 維多利亞省立圖書館 維多利亞省立圖書館  

可重覆  是 是   

必需性 必要 必要   

備註 實體部分決策資訊在第 18-20項描述 

  

項目名稱 18. 典藏決策—實體  (Archiving Decision - manifestation) 

定義 實體是否應保存的決策及決策日期，可加入保管期間及審核日期 

說明 此項資訊可協助有關特定實體決策的制定，辨識部分實體應永久保存，

部分實體則否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可在本層級描述

或彙總描述 
可在本層級描述或彙總描述 不描述 

範例   1. 決策︰應予保存。日期︰19971013 
[yyyymmdd]. 審核決策︰不予保留。

審核日期︰19991013 [yyyymmdd] 
2. 決策︰應予保存。日期︰19971013 
[yyyymmdd]. 審核決策︰永久保留。

審核日期︰19991013 [yyyymmdd] 

  

可重覆    是   

必需性   必要   

  

項目名稱 19. 決策理由－實體 (Decision Reason - manifestation) 

定義 決定保存此實體的原因 

說明 此項資訊是此概念的保存歷程的一部分，也可以協助未來的決策制定。

雖然概念本身須永久保存，保存特定實體卻可能造成重複。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可在本層級描述

或彙總描述 
可在本層級描述或彙總描述 不描述 

範例   1. 實體觸及轉置死結，未來轉置須由

較早版本實體進行 
2. 來源實體永久保存 

  

可重覆    是   

必需性   必要   

  

項目名稱 20. 負責歸檔機構 (Institution Responsible for Archiving Decision –
manife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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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負責決定此實體應保留的機構名稱 

說明 在分散式保存模式中，制定決策機構與實際保存機構可能不同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可在本層級描述或彙總描述 可在本層級描述或彙總描述 不描述 

範例 維多利亞省立圖書館 維多利亞省立圖書館  

可重覆  否 否   

必需性 必要 必要   

  

項目名稱 21. 使用類型 (intention type) 

定義 特定實體預期用途 

說明 提供管理不同版本實體物件所需資訊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本層級不描述 描述某一特定版本用途 本層級不描述 

範例   1. 典藏主體 
2. 供檢索使用之複本 

  

可重覆    否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項目名稱 22. 典藏責任機構 (Institution with preservation responsibility) 

定義 擔負保存責任的機構名稱，須包括責任起始日或負責期間  

說明 標明權責並提供資源分配資訊，並防止不應出現的複本。與選擇或執行

處理機構可能不同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如有幫助，可在此層級描述

或彙總說明。記錄負責保存

此館藏的機構名稱及相關日

期 

記錄負責保存此物

件的機構名稱及相

關日期 

不描述 

可重覆  是  是   

必需性 必要 必要   

備註 主要描述層級是物件，但若有需要，可在館藏層級描述或彙總說明。 

  

項目名稱 23. 處理過程 (Process) 

定義 對物件或次級物件施予處理的所有細節，包括軟體、特殊設定或產生現

有實體所需的行動等，所有設備細節，負責機構、人員等  

說明 本項目記載發生在某物件某一版本實體的所有事項。彼此相連的紀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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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後可形成物件的一本更動史，記錄物件所採用的保存方法及不

同版本實體間的差異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可重複 是 是 是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Essential if applicable 
若適用，則為必要

Essential if applicable 
若適用，則為必要

Essential if applicable 

備註 這整個項目，包括次項目，都必須重複 

次項目 23.1 過程名稱 (Description of Process ) 
23.2 處理機構 (Name of the Agency Responsible for the Process ) 
23.3重要硬體 (Critical Hardware Used in the Process) 
23.4 重要軟體  (Critical Software Used in the Process ) 
23.5重要步驟 (How Process was Carried Out) 
23.6 執行規範 (Guidelines Specified to Implement Process ) 
23.7 日期與時間(Date and time ) 
23.8結果 (Result ) 
23.9 處理原因 (Process Rationale ) 
23.10 處理所造成的改變 (Changes ) 
23.11其他(Other) 

  

項目名稱 23.1 過程名稱 (Name of the Process) 

定義 過程名稱 

說明 記錄所執行的過程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若有助益，可在

此層級彙總說明 
描述處理的過程名稱 描述處理過程名稱

範例 1. 由 UNIX系統
移到 Solaris 平台 

1. 由磁片複製到 CD-R 
2. 由出版者網站複製到檔案館

由.wav檔轉為.aiff
檔 

可重覆  否 否 否 

必需性 必要 必要 必要 

  

項目名稱 23.2 處理機構  (Agency) 

定義 負責處理的機構名稱 

說明 可供追蹤造成館藏、物件及次級物件改變的責任歸屬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如有需要，可彙總說明 記錄機構名稱 記錄機構名稱 

範例 Migration Unlimited Migration Unlimited Migration Unlimited（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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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轉置工作的包商

名稱） 
（承接轉置工作的

包商名稱） 
接轉置工作的包商名

稱）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項目名稱 23.3 處理過程中之重要硬體 (Critical Hardware) 

定義 處理過程所使用的關鍵硬體 

說明 可供追蹤造成更動的設備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如有需要，可彙總說

明 
記錄關鍵硬體 記錄關鍵硬體 

範例 1. 某品牌類比／數位

轉換器 
2. 某品牌數位相機 

1. 某品牌類比／數位

轉換器 
2. 某品牌數位相機 

1. 某品牌類比／數位轉

換器 
2. 某品牌數位相機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項目名稱 23.4處理過程中之重要軟體 (Critical Software) 

定義 處理過程所使用的關鍵軟體 

說明 可供追蹤造成更動的設備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如有需要，可彙總說

明 

記錄關鍵軟體 記錄關鍵軟體 

範例 以 Harvest 2.2版收集 以 Harvest 2.2版收集 以 Netscape存檔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項目名稱 23.5 重要步驟 (How Process was Carried Out) 

定義 處理過程中重要步驟描述 

說明 可協助了解處理細節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如有需要，可彙總說

明 
記錄處理過程如何執行 記錄處理過程如何執

行 

範例 1. 相關檔案採批次掃
描，未啟用 OCR功

1. 相關檔案採批次掃
描，未啟用 OCR功能 

檔案掃描於第 69批次
作業時完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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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2. 掃描器採用影像色
階、技術標的，並使

用影像光源 

2. 掃描器採用影像色
階、技術標的，並使用

影像光源 

OCR功能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項目名稱 23.6 執行處理過程之規範 (Specifications) 

定義 執行處理的說明或指南 

說明 提供有關處理過程運作說明提供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如有需要，可彙總說

明 

描述或提供執行處理

過程的指南 

描述或提供執行處理過

程的指南 

範例 1. 轉換標準規定於
xxx號合約  
2. 依第 [xyz]號規定
掃描 

1. 轉換標準規定於
xxx號合約  
2. 依第 [xyz]號規定掃
描 

1. 轉換標準規定於 xxx
號合約  
2. 依第 [xyz]號規定掃描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項目名稱 23.7 日期與時間 (Date and time) 

定義 處理的日期與時間 

說明 用以確認處理順序，並對數位資源歷程提供重要紀錄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如有需要，可彙總說

明 

記錄處理的時間或期

間 

記錄處理的時間或期間 

可重覆  否 否 否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備註 若有無法納入期間內的日期，應視為另一個處理過程，另行描述 

  

項目名稱 23.8 結果 (Result) 

定義 註明處理成功或失敗 

說明 記錄品質管制評估的結果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如有需要，可彙總說明 記錄處理成功或失敗 記錄處理成功或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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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1. 所有檔案轉換成功 
2. 所有檔案轉換成功，
但題名部分有資料流失

1. 所有檔案轉換成功 
2. 所有檔案轉換成
功，但題名部分有資

料流失 

1. 轉檔成功 
2. 轉檔成功，但檔頭
有資料流失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備註 可能會與第 14項 Quirks內容有部分重覆 

  

項目名稱 23.9 處理原因 (Process Rationale) 

定義 執行處理過程的原因 

說明 協助了解處理目標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如有需要，可彙總說

明 
描述對物件執行處理

過程的目標 
描述對次級物件執行處

理過程的目標 

範例 物件轉為 PDF檔供線
上取用 

物件轉為 PDF檔供線
上取用 

轉為 PDF檔供線上取用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項目名稱 23.10 處理所造成的改變 (Changes) 

定義 執行處理過程對館藏、物件及次級物件造成的改變 

說明 館藏、物件及次級物件典藏歷程中的更動應加以記錄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如有需要，可彙總說

明 

說明處理過程所造成

的物件改變 

說明處理過程所造成的

次級物件改變 

範例 檔名呈現方式改變、

資料儲存格式改變 

檔名呈現方式改變、

資料儲存格式改變 

檔名呈現方式改變、資

料儲存格式改變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若適用，則為必要 

備註 無法確定此項目與其他項目重疊程度 

  

項目名稱 23.11其他 (Other) 

定義 其他有關處理過程的資訊 

說明 涵蓋無法納入其他次項目的細節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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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如有需要，可彙總

說明 
記錄任何其他相關資

訊 
記錄任何其他相關資訊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不推薦  不推薦 不推薦 

  

項目名稱 24. 紀錄產生者 (Record Creator) 

定義 填寫後設資料的機構名稱及個人姓名 

說明 記錄應對後設資料負責者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機構及個人姓名  機構及個人姓名 機構及個人姓名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最好採用  最好採用  最好採用 

備註 由系統產生日誌是記錄這些資訊的方法之一 

  

項目名稱 25. 其他 (other) 

定義 任何其他有關保存工作事宜 

說明 把所有無法納入其他項目的資訊放在這個項目 

層級 館藏 物件 次級物件 

範圍  館藏的所有其他訊息 物件的所有其他訊

息 

次級物件的所有其他訊

息 

可重覆  是 是 是 

必需性 不推薦  不推薦  不推薦 

四、NEDLIB 保存後設資料項目 

NEDLIB 專注於提出「保存所需後設資料」，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數

量，比同樣以 OAIS 資訊模型為架構的 Cedars 所提出者精簡許多，僅 18
個項目、38個次項目，也比 NLA所提出者規模小。NEDLIB把保存後設
資料項目的必需性分為三個等級，一是「必需」，二是「可選用」，三

是「有條件的必需」。「有條件的必需」項都屬於展現資訊的範圍，用

於描述解讀數位物件的特殊軟硬體環境。 

NEDLIB 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依結構分為兩大部分，一部分是展現資

訊（ Representation information），另一部分則是保存描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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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ation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1、展現資訊（Metadata for Representation Information） 

名稱 特定硬體需求 (Specific hardware requirements) 

識別碼 1-1 

定義 非標準化平台規格及硬體需求描述 

必需性 若內容須透過特定軟、硬體才能讀取，此項目為必需 

可重複 否 

次項目 1-1-1 微處理器 
1-1-2 多媒體設備 
1-1-3 周邊設備 

 

名稱 特定微處理器需求 (Specific microprocessor requirements) 

識別碼 1-1-1 

定義 特定微處理器指令集或副處理器的描述 

必需性 若內容須透過特定軟體及微處理器才能讀取，此項目為必需 

可重複 是 

 

名稱 特定多媒體需求 (Specific multimedia requirements) 

識別碼 1-1-2 

定義 非標準化多媒體硬體需求描述 

必需性 若內容須透過特定軟體及非標準化多媒體設備才能讀取，此

項目為必需 

可重複 是 

 

名稱 特定周邊設備需求 (Specific peripheral requirements) 

識別碼 1-1-3 

定義 非標準化周邊設備需求描述 

必需性 若內容須透過特定軟體及特定周邊設備才能讀取，此項目為

必需 

可重複 是 

 

名稱 作業系統  (Opera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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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別碼 1-2 

定義 可執行此數位資源的作業系統 

必需性 若內容須透過特定作業系統才能讀取，此項目為必需 

可重複 是 

次項目 1-2-1 名稱 Name 
1-2-2 版本 Version 

NLA相關項 與第 6項「已知系統需求」類似 

 

名稱 組譯器與解譯器 (Interpreter and compiler) 

識別碼 1-3 

定義 將高階語言分析或翻譯成機器語言的程式 

必需性 若數位文件本身是原始碼，或以高階語言撰寫，此項目為必

需 

可重複 是 

次項目 1-3-1 名稱 Name 
1-3-2 版本 Version 
1-3-3 指令 Instruction 

 

名稱 物件格式 (Object format) 

識別碼 1-4 

定義 物件格式的名稱 

必需性 必需 

可重複 若物件為複雜多媒體、XML格式、SGML格式，可重複 

次項目 1-4-1 名稱 Name 
1-4-2 版本 Version 

CEDARS相關項 輸入格式 Input format、輸出格式 Output format 

NLA相關項 5. 檔案描述 File description 

 

名稱 應用軟體  (Application) 

識別碼 1-5 

定義 應用軟體的名稱與版本 

必需性 必需 

備註 應用軟體可能需要特定系統，也可能不需要 

次項目 1-5-1 名稱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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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版本 Version 

NLA相關項 與「6. 已知系統需求」類似 

 

2、保存描述資訊（Metadata for Preservation and Description Information） 
 

名稱 參考資訊 (Reference Information) 

識別碼 2-1 

定義 標示內容資訊的資訊 

必需性 必需 

備註 部分將與封裝資訊重複 

次項目 2-1-1 產生者 Creator 
2-1-2 題名 Title 
2-1-3 產生日期 Date of creation 
2-1-4 出版者 Publisher 
2-1-5 識別號 Assigned Identifier 
2-1-6 URL 

NLA相關項 2. 產生日期 (Date of creation) 

 

名稱 識別號 (Assigned Identifier) 

識別碼 2-1-5 

定義 標示內容資訊的唯一識別號 

必需性 非必需 

可重複 可重複 

次項目 2-1-5-1 數值 Value 
2-1-5-2 計算方法 Construction method 
2-1-5-3 負責機構 Responsible agency 

 

名稱 URL 

識別碼 2-1-6 

定義 文件在網際網路位置 

必需性 非必需 

可重複 可重複 

備註 由於 URL可能改變、甚至消失，必須一併記下其認證日期 

次項目 2-1-6-1 數值 (Value) 
2-1-6-2 認證日期 (Date of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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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固定性資訊 (Fixity Information) 

識別碼 2-2 

定義 用以證明 AIP真實性的資料 

必需性 必需 

可重複 是 

次項目 2-2-1 加總檢查值 (Checksum) 
2-2-2 數位簽章 (Digital signature) 

CEDARS相關項 1.1.4 固定性資訊 (Fixity Information) 

NLA相關項 12. 認證 (Validation) 

 

名稱 加總檢查 (Checksum) 

識別碼 2-2-1 

定義 使用加總檢查的相關資訊 

必需性 非必需 

可重複  

次項目 2-2-1-1 數值 (Value) 
2-2-1-2 演算法 (Algorithm) 

 

名稱 更動史 (Change History) 

識別碼 2-3 

定義 影響數位物件且牽動後設資料的更動資訊 

必需性 必需 

可重複 是 

備註 部分資訊與資料管理實體所用到的封裝描述資訊重複 

次項目 2-3-1 主要受影響後設資料 (Main metadata concerned) 
2-3-2 其他受影響後設資料 (Other metadata concerned) 

CEDARS相關項 與「1.1.3.2.2.1 行動史」類似 

NLA相關項 與「13. 關係」、「23.10 處理過程所造成改變」類似 

 

名稱 主要受影響後設資料 (Main metadata concerned) 

識別碼 2-3-1 

定義 影響數位物件的更動資訊 

必需性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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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複 是 

次項目 2-3-1-1 日期 (Date) 
2-3-1-2 舊內容 (Old Value) 
2-3-1-3 新內容 (New Value) 
2-3-1-4 工具 (Tool) 
2-3-1-5  可逆性資訊 (Reverse) 

 

名稱 工具 (Tool) 

識別碼 2-3-1-4 

定義 用來操作數位物件轉換的工具 

必需性 必需 

可重複 是 

次項目 2-3-1-4-1 名稱 (Name) 
2-3-1-4-2 版本 (Version) 

 

名稱 可逆性資訊 (Reverse) 

識別碼 2-3-1-5 

定義 影響數位物件的更動資訊 

必需性 必需 

可重複 否 

備註 若轉換過程是不可逆的，物件的舊版本應歸檔 

 

名稱 其他受影響後設資料 (Other metadata concerned) 

識別碼 2-3-2 

定義 影響數位物件的更動資訊 

必需性 必需 

可重複 是 

次項目 2-3-2-1 原內容 (Old Value) 
2-3-2-2 新內容 (New Value) 

 

貳、四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比較 

本研究進行比較的四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由於發展目標、方法的

不同，各有特色。RLG 的保存後設資料較早提出，出發點是補 Dub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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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及 USMARC 之不足，限制使用在影像檔，涵蓋範圍較不完整；

Cedars、NEDLIB 均採用 OAIS 資訊模型架構及用語，架構相似，但發展
出來的項目差異頗大；NLA 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雖沒有明確的架構，但

發展過程中，也受到 OAIS資訊模型的影響。 

OAIS 參考模型不但提出數位檔案館的重要功能屬性，由這些功能屬

性所推演出的資訊模型也廣泛描述長期保存數位物件的後設資料需求。

雖然 OAIS的資訊模型只是一個高階架構，但不受數位物件型態及保存方

法影響。為做出較為完整而有系統的比較，本研究嘗試以 OAIS資訊模型
為分類基礎，將四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歸類後互相對照，找出其中異

同，進而提出達到長久保存數位資料、並提供使用所必備的保存後設資

料項目。 

如本研究第二章所述，OAIS 的資訊模型定義出四類長期保存所需資

訊物件（Information Object）︰ 

一、 內容資訊（Content Information, CI）：要被保存的資訊； 

二、 典藏描述資訊（Preservation Description Information, PDI）：在
未來可協助了解內容資訊的任何資訊； 

三、 包裝資訊（Packaging Information, PI）：將數位物件所有組合

部分連結在一起的資訊； 

四、 描述資訊（Descriptive Information, DI）：協助使用者搜尋並檢
索取用的資訊。 

其中典藏描述資訊（PDI），就是長期保存數位物件不可或缺的訊

息，又可以再分成參考資訊、來源資訊、背景資訊、固定性資訊等；此

外，由於數位物件以位元流方式儲存，必須配合負責解讀、轉換，使其

有意義、可被理解閱讀的展現資訊（Representation information），才能確
保數位物件長期保存、並提供使用。因此除了物件本身之外，典藏描述

資訊和展現資訊就是四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重點，Cedars 及 NEDLIB
也明確指出，他們所建議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就是這兩大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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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藏描述資訊的比較 

1、 參考資訊的比較 

OAIS 資訊模型中的參考資訊（Reference Information），用於辨
識、描述內容資訊的所有資訊，特別是指定於內容資訊的唯一識別

碼，以及可做為描述資訊用的基本描述型資訊。 

四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中，參考資訊部分的對照結果如表 4-4。
RLG 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可對映至 OAIS 參考資訊架構中者，為

日期、記錄者、製作者等三項，沒有另三者皆具備的「識別碼」資

訊，可能是由於 RLG 工作小組認為，保存後設資料可能直接連結或

納入原有後設資料系統，因此未再另行規劃識別碼項目。 

Cedars 把參考資訊視為具有資源探索功能的後設資料，「資源

描述」項目以 Dublin Core 紀錄呈現，識別碼包含在其中，另外再加

上其他原有的後設資料，如 MARC紀錄等。NLA排除資源探索等其

他功能，對參考資訊的定義較單純，僅列出永久識別號及創建日

期。NEDLIB也列出一系列資源探索相關項目：產生者、題名、產生

日期、出版者、識別號、URL等。 

就表面上看來，四者似乎沒有完全重疊之處，但事實上，Cedars
的「資源描述」、「原有後設資料」已包含「日期」項目資訊，因

此可以說，「產生日期」或「創建日期」是四者共同具備的項目。 

另外，Cedars、NLA 及 NEDLIB 三者共有的識別號項目，是辨

識數位資源的重要資訊，若數位資源的本身沒有唯一識別號，無論

保存或取用都極為不便，因此識別號也應列為必要的參考資訊，且

可以用來與原有的後設資料連結。 

經過比較評估，保存後設資料的參考資訊部分，至少應包括下

列項目： 

(1) 建立日期：以標準格式呈現的建立日期，加上其他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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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可為物件的真實性及來源提供證據。 

(2) 識別號：具有永久性、唯一性，用以辨識物件的識別碼

或名稱。若有需要，可再細分為內部識別號及外部識別

號。 

表 4-4四種保存後設資料參考資訊對照 

參考資訊對照 

RLG Cedars NLA NEDLIB 
日期 
記錄者 
製作者 

資源描述   
原有後設資料 
原有紀錄 

永久性識別號 
創建日期       

產生者 

題名 

產生日期 

出版者 

識別號     
數值 
計算方法 
負責機構 

URL 
數值 
認證日期 

 

2、來源資訊的比較 

在 OAIS 資 訊 模 型 的 定 義 中 ， 來 源 資 訊 （ Provenance 
Information）記載內容資訊的歷史，也就是數位物件自產生開始所經

歷的一連串保存動作，從起源、任何曾發生過的變更（如轉置、壓

縮）、以及過去保管歷史等，都包含在內。 

從 4-5表的比較可以看出，四種保存後設資料皆設有記錄數位物

件更動史的項目，凸顯了這類資訊的重要性。但數位物件可能經歷

繁複的更動歷程，四種保存後設資料的記錄方式及重點也不盡相

同。 

RLG 的項目較為單純，僅「資料取得裝置」、「資料取得細

節」及「更動史」三項，而且沒有任何次項目，各機構須自行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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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dars 將來源資訊分為三類︰來源歷史、管理歷程及版權管

理。來源歷史及管理歷程即相當於 RLG、NLA及 NEDLIB保存後設
資料中「更動史」的範疇。來源歷史與管理歷程以數位物件擷取入

館為區分點，詳細描述數位物件在被保存機構擷取前的生命過程及

擷取後所做的所有處置。版權管理資訊是 Cedars 獨有的部分，強調
將物件在擷取進館前所有版權協商細節及智財權資訊留下紀錄。這

個部分，RLG 及 NEDLIB 都認為不屬於保存後設資料範疇，未予列

入；NLA 的典藏行動許可，記錄保存機構是否有權因保存需要而複

製物件，功能類似，但簡單許多。 

NLA 保存後設資料對映至來源資訊的項目，未如 Cedars 般依數

位物件的生命周期分類，但卻將數位物件的「概念」及不同「實體

版本」的保存決策、使用類型、責任機構及所經歷的處理過程等分

別描述，紀錄間再彼此連結。在「處理過程」項目下，有一連串次

項目，鉅細靡遺地記錄處理數位物件每一實體版本的前因後果及相

關細節。整體來看，除了 Cedars的版權管理部分和 NLA的「功能缺
失」項目外，Cedars和 NLA在來源資訊所紀錄的內容差異不大。 

NEDLIB的來源資訊僅有一個項目「更動史」，在更動史項目下

包含兩個具有連結性的次項目︰ 

1. 主要相關後設資料︰受保存工作影響，數位物件預期會有的

改變（例如，轉置造成的格式改變）。 

2. 其他相關後設資料︰受保存工作影響，預期之外的其他改變

（例如，加總檢查的數值改變）。 

在主要相關後設資料中的次項目，除了記載數位物件改變前後

的狀況、造成改變的工具外，「可逆性資訊」的內容有兩種可能︰

若物件的改變是不可逆的，應記錄舊版的物件內容；若改變是可逆

的，則記錄可逆轉改變、恢復物件原貌的工具。其他相關後設資料

的次項目數量較少，因為 NEDLIB 假設除了牽涉的改變層面不同，

日期、工具等資訊應是與主要相關後設資料相同的。由此可以看

出，NEDLIB在縮小保存後設資料項目規格的努力。 



 113

綜合來看，若依照數位物件的生命周期畫分，四種保存後設資

料共同關注的是數位物件被保存機構擷取後的更動史，由此可以看

出物件被擷取後的更動歷程在保存後設資料中的關鍵地位。被擷取

前的來源歷史部分，Cedars 著墨較多，NLA、RLG 次之；至於版權
資訊部分，僅 Cedars 有完整紀錄，另外三者都認為不屬於保存後設

資料範疇，幾乎沒有提及。對於造成更動的處理過程，NLA 及
NEDLIB 提供的次項目記載得較為完整。更進一步地說，若能將

Cedars 將數位物件依生命周期分期記錄的作法，與 NLA、NEDLIB
兩者針對處理過程記錄的作法結合，可以為數位物件的參考資訊留

下更完整的紀錄。 

表 4-5是四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參考資訊部分的對照。經過比較

評估，保存後設資料的參考資訊部分，不妨依照生命周期劃分，記

錄每個階段的處理及結果： 

(1) 起源︰描述數位物件的產生過程及原因、更動等相關資訊。 

(2) 保管期間︰描述物件自產生後至進入保存機構止，曾負責保
管物件的機構、個人，對物件所做的處理。 

(3) 擷取︰記錄保存機構接管物件時所做的處理動作。 

(4) 入館後︰描述保存機構在物件擷取進館後所做的維護、修正

等管理過程。 

但是，對於某些數位物件而言，階段不易明確劃分。例如，以

原有紙本或其他館藏轉換為數位格式保存的機構，這些數位物件就

沒有「保管期間」、「擷取」或「入館」的階段，可能只能劃分為

「產生」、「更動史」等兩部分，或是仿照 NLA 的做法，只做實體
版本的區別，而不區分數位物件的生命周期。 

不過，無論採用何種記錄方式，期間的每個處理過程都應包括

下列次項目，才能完整記錄︰ 

(1) 處理名稱，例如，保管單位改變、轉置、掃描產生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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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理程序，例如，轉置步驟的描述、使用的軟硬體設備等。 

(3) 處理日期。 

(4) 負責單位，例如，檔案館人員；保管機構人員。 

(5) 結果，例如，成功由Word 2000轉為 PDF檔。 

至於版權資訊是否應納入保存後設資訊中，見仁見智，須視保存

機構對保存後設資料的定位而定。若沒有其他後設資料涵蓋到這個部

分，則應納入保存後設資料項目中。 

表 4-5四種保存後設資料來源資訊對照 

來源資訊對照 

RLG Cedars NLA NEDLIB 
資料取得裝置 
資料取得細節 
更動史 
 

來源歷史 

產生原因 

保管歷程 

典藏前更動史

原始技術環境
作業環境 

程序 

作業手冊 

保存原因 
管理歷程 
擷取處理歷程

行政管理歷程
行動紀錄 

政策紀錄 

版權管理 

協商歷程 

版權資訊 
版權聲明 

出版者 

出版日期 

出版地 

版權警示 

連絡人 

行動者 

行動 
許可行動

項目 

合約行動

項目 

典藏行動許可 
功能缺失 

典藏決策－概念 

決策理由－概念 
制定典藏決策機

構－概念 

典藏決策－實體 

決策理由－實體 
制定典藏決策機

構－實體 

使用類型 

典藏責任機構 

處理過程 

過程名稱 

處理機構 

重要硬體 

重要軟體 

重要步驟 

處理規範 

日期時間 

結果 

處理原因 

造成的改變 

其他 

紀錄產生者 

其他 

更動史 

主要相關後設

資料 
日期 

舊內容 

新內容 

工具 
名稱 

版本 

可逆性資訊 

其他相關後設

資料 
舊內容 

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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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背景資訊的比較 

在 OAIS資訊模型的定義，背景資訊記載內容資訊與其環境間的
關係，例如，建立的原因、與其他內容資訊間的關係等。RLG 及
NEDLIB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無法對映至 OAIS資訊模型的背景資訊
中。 Cedars 有一項目「相關資訊物件」（ Related information 
objects），記錄指向相關物件的指標； NLA 的「關係」

（Relationships）項目，則是紀錄物件與外界關係。四者的對照可由

表 4-6看出。 

乍看之下，Cedars 與 NLA 在記錄背景資訊方面提供了類似的項

目，但細究內容，NLA 的「關係」項目把焦點放在保存流程所產生

的關係，例如，與其他被保存實體版本的關係、指向保存主檔的指

標、相關的後設資料等，Cedars 的「相關資訊物件」則指的是沒有
直接關係的其他數位物件，例如，同一項館藏內的其他物件，或是

相同主題、相同作者的物件等。兩者合併來看，數位物件的背景資

訊可分為兩部分：直接關係與間接關係。 

對數位化保存的檔案（archives）而言，記錄這些關係尤為重

要。檔案的層級架構、彼此間的關係都必須維持，才能維護檔案的

完整性，因此，檔案保存機構在規劃保存後設資料時，背景資訊極

為重要，而且須涵蓋直接關係與間接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 Cedars 認為，建立的原因應屬於來源資

訊，但從 OAIS資訊模型對背景資訊的定義可以看出，數位物件建立

的原因應屬於背景資訊的範疇，因此，經過比較評估，保存後設資

料的參考資訊部分，至少應包括下列項目： 

(1) 建立原因：物件建立的原因。 

(2) 關係：物件與其他物件之間的關係，包括直接關係與間接關
係。有直接關係的物件是指由保存主檔所衍生出的各實體版

本，有間接關係的物件則是指典藏機構內同主題、同系列等

具相同屬性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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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四種保存後設資料背景資訊對照表 

背景資訊對照 

RLG Cedars NLA NEDLIB 
無 相關資訊物件 關係 無 

 

4、固定性資訊的比較 

固定性資訊記載的是確保內容資訊不變的認證機制，如數位簽

名、加密方式等。 

由表 4-7可以看出，四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在固定性資訊方面的

建議很類似，都是提供數位物件真實性的認證。不過，四者仍有不

同之處。 

以 RLG 而言，三個項目記錄三種不同方法的數值，但未記錄產

生數值的演算法；NEDLIB 兩個項目分別記錄兩個方法，其中「加總

檢查」項包括了「演算法」的次項目。Cedars 及 NLA 則只提供一個
紀錄數值的欄位。 

綜合來看，確認機制項目是絕對必要的，但項目如何設計、應

包含哪些次項目，可因應技術的進步及保存機構的需求而彈性設

計，但應為未來發展預留空間。 

表 4-7四種保存後設資料固定性資訊對照表 

固定性資訊對照 

RLG Cedars NLA NEDLIB 
確認機制 
加密 
浮水印 

真實性指標 確認機制 加總檢查 

數值 

演算法 

數位簽章 
 

二、 展現資訊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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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資訊扮演解讀數位物件位元流意義的角色，因此，要維持

數位物件可供長久取用，展現資訊不可或缺。 

Cedars 將展現資訊分為兩大類，結構資訊及語義資訊。結構資

訊中的「資料格式」項目，指的是數位物件的內部結構，例如檔案

樹狀結構，使物件位元流賴以正確拆解、組合；「轉換物件」項目

則是將數位物件轉為前述資料格式的工具；「解讀/分析/轉換物件」
項與語義資訊中的「解讀/分析物件」項功能類似，「解讀/分析/轉換
物件」是所有具相同資料格式數位物件共通的解讀工具，「解讀/分
析物件」則是此數位物件特定的解讀工具，對其他數位物件沒有作

用。 

四種保存後設資料中，NLA 是唯一提出應針對不同檔案型態做

詳細描述者。尤其針對由多種型態組成的「複雜物件」，不但如同

Cedars 般記錄其技術架構，還針對不同的組成型態描述，種類涵蓋

影像、聲音、影音、文字、資料庫、可執行檔等，並強調可以再行

擴充，十分有彈性。值得注意的是，把描述對象限制在影像檔的

RLG，其所提出的展現資訊項目，幾乎可以完全對映到 NLA 的「影
像」次項目中。除了取用數位物件所需的軟硬體環境外，物件的特

殊安裝需求、儲存需求、限制取用方法、檢索及搜尋工具等，是

NLA與其他三者不同之處。 

著重在保存問題技術面的 NEDLIB，把展現資訊重點放在軟硬
體需求的描述，NEDLIB認為技術不斷進步，資料量龐大，把保存後

設資料的規模縮小以符合經濟效益，因此檢索工具、影像解析度等

另三種保存後設資料中有的項目，在 NEDLIB 的設計中是看不到

的，對物件本身，僅簡單描述格式名稱及版本。 

要正確解讀數位物件，不僅要讓物件在正確的軟硬體環境下運

作，更要讓使用者理解物件內容。從表 4-8的比較中可以明顯看出，
除 RLG 外，另外三者都強調應詳細記錄取用數位物件智能內容所需

的軟硬體環境，這些項目對長久保存數位影像檔的重要性可見一

斑。但對於物件不同組成格式的描述，詳簡之間差異頗大。經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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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分析，展現資訊至少應包含下列項目： 

(1) 環境描述：取用、操作數位物件所需的軟硬體環境，軟體

環境包括作業系統及解讀工具，硬體環境則應列入運算需

求（微處理器、記憶體等）、特殊周邊設備、儲存需求。

環境各項操作說明也應列入。 

(2) 物件格式：至少應包含格式名稱及版本，細部的檔案描述
則視需要而定。 

表 4-8 四種保存後設資料展現資訊對照表 

展現資訊對照 

RLG Cedars NLA NEDLIB 
解析度 
壓縮 
實體來源 
色彩 
色彩管理 
色階／灰階 
控制標的 

結構資訊 
資料格式 
轉換物件 
平台 
參數 
分析引擎 
輸出格式 
輸入格式 
解讀/分析/轉
換物件 

平台 
參數 
分析引擎 
輸出格式 
輸入格式 

語義資訊 
解讀/分析物
件 

平台 
參數 
分析引擎 
輸出格式 
輸入格式 

結構類型 

複雜物件技術架

構 

檔案描述 

影像 
格式與版本

解析度 

深度 

色調 

色彩空間 

色彩管理 

色彩查檢表

影像方位 

壓縮 

聲音 
格式與版本

解析度 

長度 

聲音位元率

壓縮 

封裝方式 

聲軌數量及

型態 

影音 
格式及版本

框架深度 

長度 

框架頻率 

壓縮 

編碼結構 

聲音參數 

特定硬體需求 

微處理器 

多媒體 

周邊設備 

作業系統 

名稱 

版本 

組譯與解譯器 

名稱 

版本 

指令 

物件格式 

名稱 

版本 

應用軟體 

名稱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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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格式與版本

壓縮 

字元集 

文字 DTD 
結構區分 

資料庫 
格式與版本

壓縮 

資料類別與

展現類別

展現格式與

外觀 

最大資料項

數值 

最小資料項

數值 

可執行檔 
編碼型態與

版本 

已知系統需求 

安裝需求 

儲存資訊 

限制取用方法 

檢索及搜尋工具 

 

三、保存後設資料核心項目 

綜合上述的比較與歸納分析，初步可看出保存後設資料至少應包含

下列項目： 

（一） 識別號：具有永久性、唯一性，用以辨識物件的識別碼或名

稱。若有需要，可再細分為內部識別號及外部識別號。 

（二） 建立日期：以標準格式呈現的建立日期，加上其他後設資

料，可為物件的真實性及來源提供證據。 

（三） 更動歷程：物件自起源、保管、擷取及入館後等各階段中的

各項處理過程，記錄名稱、程序、日期、負責單位及結果。

可以從生命周期角度記錄，也可以從處理過程角度記錄，再

註明發生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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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立原因：物件產生的原因。 

（五） 關係：物件與其他物件之間的關係，包括直接關係與間接關

係。有直接關係的物件是指由保存主檔所衍生出的各實體版

本，有間接關係的物件則是指典藏機構內同主題、同系列等

具相同屬性的物件。 

（六） 認證資訊：用以確保物件真實性的機制、計算方法等。 

（七） 環境描述：取用、操作數位物件所需的軟硬體環境及周邊設

備等。 

（八） 物件格式：數位物件所採用的格式名稱、版本，若物件有多

個組成部分，則要描述由哪些檔案組成，並針對檔案細節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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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不同的發展單位，不同的發展目標及方法，衍生出四套各有特色的

保存後設資料項目，但 Cedars、NEDLIB皆套用 OAIS資訊模型為架構，
NLA 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也可以對映至 OAIS 架構下，若不考慮涵蓋範

圍較不完整的 RLG 保存後設資料，三者的共通性意味著對保存後設資料

項目的基本共識，也可以說是保存後設資料發展的趨勢： 

一、 保存後設資料記錄了長久保存數位物件所需的資訊，協助保存

工作決策的制定與執行，並使數位物件可被取用。 

二、 功能完整的保存後設資料應適用於任何型態的數位物件，無論

是原生或轉換格式保存者，無論是影像、文字或是複雜的網頁

物件，以滿足多元化的保存需求。 

三、 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建置應超越保存方法的限制，雖然不同的

保存方法可能需要記錄的資訊不同，但至少保存後設資料的高

階設計應保留容納不同方法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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