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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建置計畫 

摘要 

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是政府提倡知識經濟之後，開始重視國內數位內容建置的重大施

政。目前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參與的單位有中央研究院、國立臺灣大學、國家圖書館、國

立故宮博物院、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國立歷史博物館、國史館、國史館臺灣文獻館、文

化建設委員會等單位及數十個學術團體。 

欲分享各單位所建置的數位資源，聯合目錄的建置是當務之急；如何透過 metadata
將全文、影像、聲音、視訊等數位物件展現出來，亦同等重要。OAI 詮釋資料擷取協定（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於 2001 年 1 月，由開放性資料庫發展

協會（Open Archives Initiative，OAI）發展，提供一個簡單的自動、批次、分散擷取不同

機構資料庫之詮釋資料、及建立集中式聯合目錄的解決方案。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 

1. 研討數位圖書館聯合目錄相關理論、技術之研究趨勢，互通性理論、架構與系統

個案之研討。 
2. 分析國內數位典藏單位互通性架構與系統需求，探討其系統建置之可行性及效益

評估。 
3. 建構符合 OAI 規範之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本計畫預定建構符合 OAI 規範及

國內環境所需之 Service provider 及 Data Provider，並以此為基礎，使之成為數位

典藏計畫聯合目錄之建置機制。透過 metadata 之檢索，除能提昇中文資料的國際

能見度外，更能增加我國與國際交流合作之機會。 
4. 探討數位檔案命名原則，及分析管理 metadata 與數位資源連結之機制。 

本研究報告分：緒論、文獻探討、聯合目錄系統需求分析與規劃、共通欄位與 DC XML 
DTD 格式研究、聯合目錄系統設計與資料測試、聯合目錄工作小組網站建置及結論等七大

部份。最後建議在聯合目錄系統之規劃及管理方面，應該有一個統籌負責的單位，全盤規

劃，積極推動，不應只停留在研究測試階段。在資料之交換方面應加強中央研究院後設資

料工作小組、系統開發資訊人員、主題計畫、與聯合目錄小組四方面作業之共識，尤其是

有關後設資料欄位意涵之規劃，並應考量後續加入計畫之擴充性及整合性。 

【關鍵字】：國家數位典藏聯合目錄、OAI、數位檔案命名原則、詮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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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Union Catalog of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Abstract 

The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NDAP) was launched on January 1st, 2002. This 
program,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 of the R.O.C. is to promote and 
coordinate content digitalization and preservation at leading museums, archives,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other content holders in Taiwan. There were nine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Academia Historica, the Academia Sinica,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the Taiwan Historica. 

In order to share the digital resources built by the NDAP,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on catalog 
is urgently needed. For the designing of the union catalog of digital libraries, the efficient 
mechanism of harvesting metadata, and the digital objects naming principle and the persistent 
connection method between metadata and the digital objects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this 
research, the functions and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of the OAI-based union catalog will be 
surveyed and defined. The reason why the OAI (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 was chosen 
as the mechanism to create the Union Catalog of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will be 
explained. Final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on catalog with those standards will be 
demonstrated. 

【Keywords】：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OAI)、Metadata、
Union 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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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第一節、問題陳述 

我國於民國 91 年開始推動「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計畫辦公室下設五個分項計

畫：內容發展、技術研發、應用服務、訓練推廣及辦公室維運分項計畫，負責計畫辦公室

相關業務的推動（其詳如圖 1-1）。該計畫旨在將文化建設委員會、自然科學博物館、故宮

博物院、國史館、國家圖書館、國立臺灣大學、國史館台灣文獻館、國立歷史博物館及中

央研究院等九個機構珍貴的重要文物典藏加以數位化，建立國家數位典藏，以保存文化資

產、建構公共資訊系統，促使精緻文化普及、資訊科技與人文融合，並推動產業與經濟發

展。(註1) 

依據各機構計畫數位產出內容，設有 12 個主題小組，包括：動物、植物、地質、人

類學、檔案、地圖與遙測影像、金石拓片、善本古籍、考古、器物、書畫與新聞等。本「國

家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建置計畫」係屬內容發展分項計劃，計畫時間為 91 年至 94 年規劃與

執行。 

網際網路的普及，使得我們可以便利的查尋遠端資源，全球蔚為風潮的數位化計畫，

更使我們得以從網路上取得更多有價值的數位內容。然而，一個個異質且分散的資訊系

統，對使用者而言，有其優缺點，如果沒有很好的機制，將分散各地的異質系統加以整合，

則使用者將需要個別去連結並使用其不同的檢索功能；除非有一個好的聯合目錄，否則可

能各機構辛苦建立的資訊系統，將不易被人得知。再好的數位典藏資訊，缺乏聯合目錄收

錄，也難被檢索與利用。 

聯合目錄除了提供整合檢索的便利外，對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而言，它更是展現計畫

成效的最佳工具，由聯合目錄，可以得知數位化之現況，而各種主題、類型、地區、時期

及單位的資料可以被排比、查檢，無論對學習者、研究者、加值者而言，都是便利的工具，

更使得數位內容的價值有加乘的效果。 

OAI（Open Archives Initiative，簡稱OAI）是由Paul Ginsparg, Rick Luce, Herbert Van de 

Sompel等人，在 1999 年 10 月於Santa Fe的Universal Preprint Service會議中所促成的。有鑒

於各資料庫系統，彼此互不隸屬，相關資料分散而難以統整，使得資料的流通有所限制，

該會議之與會代表認為有必要對於學術性電子期刊之預刊本及相關數位典藏，發展出一套

可以互通（interoperability）的標準架構，因此成立開放典藏計畫(註2)。並於 2001 年 1 月，

發表了名為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簡稱為OAI- PMH）的

網路通訊協定，提供在異質性資料庫間互通搜尋一個可行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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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圖示 

第二節、研究目的 

聯合目錄系統將匯集國家型科技計畫各機構數位典藏成果，提供使用者在此一資訊系

統下進行查檢，並找到與取用數位典藏資訊。 

開放典藏計畫（Open Archives Initiative，簡稱 OAI）是介面建置的一種技術，其功能

是負責擷取後設資料（metadata）記錄，由於其目標是為了發展及提高互通性的操作標準，

以便內容資料有效的分享與交換，故近年來大量應用在數位圖書館資料交流的應用，廣受

歡迎。在歐美等地，已有許多機構與研究單位著手進行 OAI 等互通性架構之研究與實際系

統的建置與使用。本計畫將研究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採用 OAI-based 的聯合目錄建置機

制，使參與數位典藏之機構能在此基礎上進行實質的資源分享。本計畫之內容包括如下： 
 2



 3

1. 透過文獻閱讀、與個案研討的方式，研究數位圖書館聯合目錄相關理論、技術

之研究趨勢，互通性理論、架構與系統個案之研討。 

2. 國內數位典藏單位互通性架構與系統需求分析與其系統建置之可行性及效益評

估。 

3. 建構符合 OAI 規範之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本計畫預定建構符合 OAI 規範及

國內環境所需之 Service provider 及 Data Provider，並以此為基礎，使之成為數

位典藏計畫聯合目錄之建置機制。透過 metadata 之檢索，除能提昇中文資料的

國際能見度外，更能增加我國與國際交流合作之機會。 

4. 探討數位檔案命名原則，及分析管理 metadata 與數位資源連結之機制。 

『國家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建置計畫』預計 2 至 3 年完成，本（92）年度以完成聯合目

錄系統原型（prototype）為目標，初期以中央研究院與故宮博物院二機構已有 Dublin Core

標準比對的數位典藏計畫為主要規劃與測試對象。（其詳如表 1-1） 

表 1-1 現有 Dublin Core 標準比對數位典藏計畫一覽表 

單位 主題 主題計畫名稱 DC mapping

中研院 金石拓片 拓片與古書數位典藏計畫（漢簡） V 

 金石拓片 拓片與古書數位典藏計畫（佛教造像） V 

 金石拓片 拓片與古書數位典藏計畫（青銅器） V 

 考古 考古發掘標本、照片、記錄與檔案數位典計畫 -- 

 人類學 台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 -- 

 人類學 台灣南島語數位典藏計畫 V 

 檔案 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藏計畫 V 

 檔案 內閣大庫檔案著錄格式、權威檔建立 V 

 善本古籍 善本圖籍數位典藏計畫 V 

 動物 台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魚類 V 

 動物 台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貝類 -- 

 植物 台灣本土植物數位典藏計畫 V 

故宮 器物 故宮器物數位典藏子計畫 V 

 書畫 故宮書畫數位典藏子計畫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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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方面由中研院何建明副所長工作團隊，依本工作小組與後設小組提出的聯合目錄

資訊系統需求設計，以 OAI 方式建置。本工作小組將提分類架構與編碼需求書，後設小組

將提出 Dublin Core 標準比對的核心欄位的 XML DTD 格式需求書。本小組、後設小組、與

技術小組合作設計聯合目錄系統原型。 

本（92）年度聯合目錄小組工作目標如下： 

1. 訂定聯合目錄分類架構：由本小組協同主題小組共同訂定聯合目錄的分類架構。 

2. 由後設工作小組確認中央研究院與故宮博物院二機構已有Dublin Core標準比對的

數位典藏計畫，並將訂定比對 Dublin Core 的 XML DTD，與主題小組溝通確認後，

將比對 Dublin Core 的 XML DTD 需求送技術研發組設計檢索功能。 

3. 訂定聯合目錄系統分類架構需求書：本小組訂定聯合目錄系統需求書，交由技術

研發組開發系統。 

4. 協助系統測試：由中研院與故宮博物院與主題小組提供資料測試，由聯合目錄小

組、主題小組、技術研發組、後設小組共同測試系統，並對未來全體資料輸入工

作程序與問題提出建議。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計畫採用之方法包括： 

1. 文獻分析法：蒐集國內外有關 OAI、數位圖書館聯合目錄等相關技術、計畫與系

統之文獻加以研讀分析。 

2. 研討、座談與訪談：藉由研討與座談了解學者專家及典藏單位之問題與想法。 

3. 系統設計：分析系統需求以提供技術小組針對國内數位典藏環境進行系統設計。 

二、進行步驟 

1. 成立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工作團隊進行系統分析，由聯合目錄小組、後設小組、內

容主題小組、技術分項小組、相關學者專家等組成。 

2. 後設資料小組研究中研院與故宮博物院已有 Dublin Core 標準比對的數位典藏計

畫，並將訂定比對 Dublin Core 的 XML DTD 格式，與主題小組溝通確認後，將比

對 Dublin Core 的 XML DTD 需求送技術研發組設計檢索功能。 



3. 本小組研究與訂定聯合目錄分類架構與編碼，參考主題小組的 metadata 與 Dublin 

Core 標準比對的欄位。 

4. 本小組、後設資料小組與主題小組溝通確認 Dublin Core 對照欄位，以及分類架構

與編碼。 

5. 視建置聯合目錄之需要，邀請相關典藏單位與學者專家召開會議，探討數位典藏

環境中之 OAI service provider、service provider 的角色及系統架構、功能與需求。 

6. 後設資料小組將 Dublin Core 標準對照的 XML DTD 需求書，聯合目錄小組將分類

架構與編碼需求書交由技術小組建置 OAI 協定的聯合目錄系統原型。 

7. 各典藏單位系統與 OAI data provider 的整合。 

8. 設計完 OAI 原型系統後，進行系統測試，整合 OAI data provider 端之系統及各單

位之資訊系統，並做必要之修改。 

9. 聯合目錄系統網頁設計與維護。 

10. 撰寫本年度研究成果報告。 

三、執行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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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執行團隊成員：聯合目錄小組、內容發展分項計畫及各主題小組、技術研發分項

計畫、後設資料工作組，分工如下圖。 

數位典藏 

聯合目錄系統 

聯合目錄小組 

後設資料小組 
內容分項小組 

技術服務分項小組
 

圖 1-2 確立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之分工與協調 



2. 本聯合目錄小組團隊： 

主持人：楊美華 教授 

共同主持人：王梅玲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林呈潢館長 

研究人員：曾秋香組長、王麗蕉小姐、黃邦欣小姐、郭麗芳小姐 

專任助理：黃慧娟、陳澤榮 

3. 內容發展分項計畫黃銘崇共同主持人負責聯合目錄協調業務，協助聯合目錄小組

與各主題小組溝通。 

四、工作時程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第 

9 

月 

第 

10 

月 

第

11

月

第

12

月

研讀相關文獻，蒐集數位典藏 metadata 資料             

購買電腦、建立數位典藏計畫的伺服器             

成立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工作團隊             

聯合目錄系統網頁設計與維護             

研究與訂定聯合目錄分類架構與編碼             

與 MAAT 進行檔案、人類學、動物、植物後設資

料核心欄位分析，Dublin Core 對照研究 
            

後設資料與內容小組確認 XML DTD             

與檔案、人類學、動物、植物單位確認聯合目錄

分類架構 
            

提出聯合目錄系統分類架構需求書             

技術小組建置聯合目錄系統原型             

各典藏單位系統與 OAI 資料提供者的整合             

請參與測試之典藏單位，整合 OAI 資料提供者端

之系統及各單位之資訊系統，並做必要之修改 
            

撰寫計畫報告             

進度累計% 5 10 15 20 25 30 50 60 70 80 90 100

月 
次 工 

作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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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預期工作成果與效益 

本計畫預計獲得下列研究成果與效益： 

1. 數位典藏建立互通性架構與系統之探討分析； 

2.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設計與開發； 

3. 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聯合目錄系統架設與測試； 

4. 提出未來聯合目錄系統資料輸入程序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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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謝清俊，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簡介（2003）（台北：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3
年），頁 4。 

2 Herbert Van de Sompel and Carl Lagoze， “The Santa Fe Convention of the 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D-Lib Magazine 6 (Feb. 2000). WWW= 
Hhttp://www.dlib.org/dlib/february00/vandesompel-oai/02vandesompel-oai.htmlH, 
2004-01-01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數位圖書館、博物館的合作(註1) 

一、數位圖書館的合作 

1997 年美國國會圖書館和 Ameritech 建立合作的機制，將不同圖書館的特殊館藏相結合，

並投入「美國記憶」研究計畫(American Memory Project，網址：http://memory.loc.gov），從 1997
年至 1999 年，這個計畫參單與成員大多是圖書館，但仍有少數的博物館加入這項計畫。隨著

計畫和指南的建立，這些合作計畫的館藏可以透過國會圖書館的網站連結，進行檢索運用。

有超過七百萬件的數位物件從原來僅屬於各圖書館或其他合作單位的館藏，進而能讓全世界

來利用。 

美國科學基金會的數位圖書館先導計畫（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 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網址：http://dli2.nsf.gov）提供數百萬美元進行數位圖書館研究計畫，NSF所進行的

計畫在探就文字與媒體的數位化及展示，而早期計畫中研究的是數位圖書館的互通性及資訊

在網路環境中的檢索情形。1990 年代晚期，NSF引進「數學、工程、科技教育數位圖書館先

導 計 畫 」（ National Science Mathematics,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SMETE>Digital Library，或稱NSDL，網址：http://www.smete.org/nsdl/projects/index.html）的構

想。NSDL建置在一個分散式的網路環境，支援各教育層級有關高品質館藏的利用，以追求卓

越。 

有些NSDL的數位圖書館計劃有特定主題，如：The National Biology Digital Library
（http://www.inquiry.uiuc.edu/partners/nbdl/nbdl.php3、http://cecssrvl.rnet.missiouri.edu/NSDL 
Project/index.html）或Digital Library for Earth System Education（DLESE，網址：http://www.dlese. 
org/）。其他NSF的數位圖書館計畫牽涉到與各個圖書館、或圖書資訊學系所計畫合作，如

Indiana University project for digital music（網址：http://www.dml.indiana.edu/index.html）。 

數 位 圖 書 館 聯 盟 （ Digital Library Federation ， 簡 稱 DLF ， 網 址 ：

http://www.diglib.org/dlfhomepage.htm）亦自 1996 年開始推動各項合作研究計畫，如：密西根

（Michigan）美國康乃爾（Cornell）大學合作進行的”Making of American”計劃（網址：

http://moa.umdl.umich.edu/）主要將 1850-1870 年代的資料公開化。這個計畫說明一個成功的模

式，可以利用掃描的方式將文件透過識別的方式呈現，並且可以進行全文檢索原文的資訊。

目前The Making of American的網站可以提供 10,912 冊和 3,166,450 網頁資料的利用。而Duke 
University Perkins 圖書館、Columbia University 善本和原稿圖書館（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的Bancroft圖書館共同合作創造”Digital 
Scriptorium”（網址：http://sunsite.berkeley.edu/Scriptorium/）。 

之後，亦有許多美國州立的學術機構或大型學術數位圖書館相繼出現，如：「加州數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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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館」（California Digital Library，簡稱CDL，網址：http://www.cdlib.org/）、肯德基虛擬圖書

館（Kentucky Virtual Library，網址：http://www.kyvl.org/）以及維及尼亞州的學術圖書館聯盟

（ The Virginia Academic Library Consortia ， 簡 稱 VIVA ， 網 址 ：

http://www.viva.lib.va.us/viva/collect/image.html）。這些數位圖書館計劃，包括線上資料庫取

用、圖書館線上目錄、檢索網路資源的路徑以及數位化內容。大部分計畫設計是為了讓大眾

與K-12 社群增加取用這些資源。其中CDL是 10 所加州大學分校的圖書館在 1997 年所設立

的，主要是提供各分校的資源給其他的分校使用。另外；「加州線上檔案」（Online Archive of 
California，簡稱OAC，網址：http://www.oac.cdlib.org）主要是從加州的 9 所大學的館藏建立

一個資料庫。在 1998 年時，CDL開始了第一個計畫Japanese American Relation Digital Archive
（簡稱JARDA）。JARDA提供一個優質典藏，館員和系統館員共同努力，不僅是發展數位館

藏，而且能提供遠端使用者找出資料。 

二、數位博物館的合作 

博物館過去沒有像圖書館社群一樣的合作傳統。過去的 10 年中，博物館才開始建立合作

的關係。1997 年有超過 20 個主要的藝術博物館共同建立「博物館影像聯盟」AMICO(The Art 
Museum Image Consortium)計劃（網址：http://www.amico.org/），其主要的工作是將作品數位

化以便於教育的使用。AMICO計畫網站所呈現的館藏量計有：超過 11,000 件以上的繪畫；超

過 4,000 件以上的雕刻品；超過 9,000 幅以上的圖畫；超過 11,000 件以上的印刷品；超過 23,000
以上的張照片；超過 1,000 件以上的紡織品；超過 1,000 件以上的服飾珠寶；超過 4,500 件以

上的裝置藝術作品；超過 500 本書和手稿。「博物館資訊互通聯盟」（Consortia for the Computer 
Interchange of Museum Information，簡稱CIMI，網址：http://www.cimi.org/）是一個國際性的

博物館組織，在 1990 年建立，目的創造出一個合作的環境，並對於博物館運作標準和科技相

關研究進行探究。在科技的活動範圍中發展、提倡博物館標準。 

博物館有鑒於圖書館已經大量的參與圖書館間的合作，分享彼此的館藏，因此博物館也

開始了資源的分享。例如，展覽品的外借、提供研究以及和歐美國家館藏目錄資料的提供。

然而，在網際網路的時代，環境已經改變了，從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每一天每一個小時，

網際網路都能建立我們文化遺產，從網際網路中獲得資訊，同時更創造了一個增加競爭力的

環境。下列是博物館間合作計劃： 

1. ArtConnectEd（網址：http://www.artsmia.org/aboutace.html）：由Walker Art Museum和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分享線上資源和高科技網站展示。該網站重點放在教師課程

計畫和課程指南、線上藝術作品和線上活動。並運用數位導覽和 3D展示進行分享。 
2. Odyssey Online（網址：http://carlos.emory.edu/ODYSSEY/）：一個三方合作共同支持一

個博物館教育展覽的發展。這個展示是關於非洲的多元化與豐富性，讓兒童與教師同

樣著迷，參與的單位有Michael C. Carlos Museum at Emory University、Memorial Art 
Gallery at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和Dallas Museum of Art。 

3. Chief Plenty Coups Electronic Field Trip（網址：http://plentycoups.org/educate/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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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方文化遺產中心和黃石遺產共同經營發展一個數位化旅程。這個網站包含黃石

流域的文字、圖表、聲音、課程指南和建議課程。 

三、數位圖書館與博物館的合作 

(一) Colorado 數位計劃 

Colorado數位計劃（Colorado Digitization Project，簡稱CDP）是博物館與圖書館服務

研究機構（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簡稱IMLS，網址：http://www.imls.gov/）
所支援的計劃中最複雜的一個，合作的內涵包括計劃的發展、管理和建立等層面。CDP
有五個地區性的掃描中心，圖書館或地區性的系統主機也有各自的掃描中心。CDP在數

位化的架構陳述一個合作的模式，使能夠在小型和大型的文化遺產機構都可以獲得相同

的資源去進行數位化，而不用額外投入在訓練、軟體、掃描硬體以及資料庫、或者使用

者面上。在CDP的範圍之內，有一些圖書館、博物館進行合作，證明了就算是小型機構

也可以成功的一同工作，而這些大型、小型機構共有四種類型包括圖書館、博物館、檔

案館和歷史協會。 

1998 年，CDP開始時有 15 個Colorado計畫在進行中，有 8 個計畫是建置在圖書館基

礎下，其他則是博物館或歷史協會。在這裡有大量的資訊取用，包含利用Web進入當地

發展的資料庫，收集MARC紀錄，連結到html目標，以MARC為基準的圖書館和沒有運

用Metadata的數位物件展覽。系統必須去接受資料是透過線上的輸入或批次，而且符合

Z39.50，整合圖書館目錄進入Colorado Virtual Library。OCLC SiteSearch（網址：

http://www.oclc.org/oclc/menu/site.htm）軟體是可以選擇的，在同時開始線上系統支援

Dublin Core，提供批次和線上的輸入，並符合Z39.50 標準，必須建立顧客資料輸入系統。

CDP夥伴，Colorado Alliance of Research Libraries，建立了資料輸入系統和發展轉換紀錄

為Dublin Core的形式。現在Colorado Digitization Project可以下載紀錄以MARC為基礎的

圖書館系統，取用各類型資料，以及博物館系統。 

除了 CDP，IMLS 還有其他的博物館／圖書館的數位計畫，包括： 

1. “Connecticut History Online”（網址：http://www.lib.uconn.edu/cho/）：是由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Mystic Seaport Museum和Thomas J. Dodd Research Center。這

三個組織建立一個以網站為基礎的Connecticut社區影像紀錄的數位館藏。 
2. “Images of the Indian People of the Northern Great Plains” （ 網 址 ：

http://www.lib.montana.edu~elainep/imlsabst.html）：這個計畫是Rockies博物館與蒙大

拿州州立大學圖書館一同建置的資料庫，主要是與印地安人的文化有關。 
3.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ty＂（網址：http://images.library.uiuc.edu/projects/ 

DCHC/index.htm）：伊利諾州大學與三個當地的博物館和三個小學共同建置一個

模組，並進行測試數位歷史影像電子資料庫。 
4. “Illinois Alive”（網址：http://www.rsa.lib.il.us/~ilalive）：此計畫參與的伊利諾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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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系統的 26 個圖書館包括：Knox College、Illinois College 、Bradley University
等，主要是在做伊利諾州 1818-1918 年間的歷史檔案，將這些檔案數位化，成為

數位圖書館。 

(二) 其他大型博物館與圖書館合作 

美國有數個州已經開始合作數位化的工作，有所有類型的文化遺產，包括 North 
Carolina、Missouri、New Mexico、Minnesota 州，是最大且最早開始進行當地文化遺產

的計畫。而最主要的一個計畫是「研究圖書館協會」(Research Libraries Group，RLG）

的「文化資料聯盟」(Culture Material Alliance，CMA)計劃。其主要的工作在進行蒐集大

範圍的文化資料，將全球人類的檔案文件分享，並提供學習與檢索之用。而這些資料來

自於圖書館的特殊館藏、檔案館、歷史協會和其他 RLG 成員組織。參與者將貢獻資料給

RLG 系統。這個範圍廣大的系統包含當地發展的 Metadata 系統、MARC、Visual Resources 
Association Core，EAD 這些紀錄將被 RLG 利用 XML 工具做轉換，成為 RLG 資料模組

使用。 

四、國際圖書館或博物館的數位化與合作 

英國也重視數位發展，立法機構要求增加政府單位的資訊取用、管理、數位化格式資訊

等。早期最先開始發展的”Arts and Humanities Data Service，AHDS”，是一個國際性的數位管

理中心，是”Joint Information System Committee”，(簡稱JISC，網址：http://ahds.ac.uk/）的計

畫之一。AHDS回應與滿足和數位內容有關的問題，收集、描述、保存電子資源，起因於人

文諸學科的學術研究以及為了讓學者可以容易透過線上目錄查找到資料。 

JISC 亦支援另一個計畫，「分散式全國電子資源」（Distributed National Electronic 
Resource，簡稱 DNER），在確保網路環境資訊的品質。這些資源包含有學術期刊、論文、參

考書、手稿、地圖、音樂樂譜、影像、和其他數位化的資源。 

英國的「大學研究圖書館聯盟」（The Consortium of University Research Libraries，簡稱

CURL，網址：http://www.curl.ac.uk）有一個Digital Archive（CEDARS）Project，其目標是針

對策略、方法論及實用的議題等，並提供圖書館在實行數位化保存時的實踐指南。其領導機

構包括有Oxford University、Cambridge University和University of Leeds以及其他CURL和非

CURL組織。英國數位圖書館另設立的UKOLN（UK Office for Library Networking），是一個國

際性的數位管理中心。它對圖書館和文化遺產機構提供服務。UKOLN對於文化遺產社群建立

了大範圍的服務，包括科技標準和線上檢索。 

博物館和圖書館合作的模式有些計劃必需包含二種不同類型的文化組織，有些計劃則

否。Brooklyn Expedition 是由 Brooklyn Children’s Museum、Brooklyn Library、Brooklyn Museum
合組的計劃，該計劃網站形塑成 Brooklyn 地區教育服務和發展模式，每一個參與計劃的單位

都有其所扮演的角色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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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時也常出現組織文化障礙，博物館與社會文化機構都希望能與圖書館及檔案合作。

因為圖書館有與不同類型單位合作的豐富經驗，重視開放性資訊取用限制，資訊的取用是沒

有特權的，並有館藏政策的制定。而博物館的館藏大多是唯一性的，並有相當的價值，因此

文物的安全與保存則是博物館專注的議題。 

Metadata標準的一致性關係著文化遺產館藏的取用，但這有著潛在的衝突。圖書館社群

有一個固定目錄標準傳統，並能描述資料和轉換以及檢索資料。檔案館社群的標準是與保存、

保護資源有關，近來支持一個標準，也就是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簡稱EAD，網址：

http://www.loc.gov/ead/）。標準在博物館社群內是不同的，例如藝術博物館標準，與一個歷史

博物館或者動物博物館而言，在描述的使用上是接近但不同的。每一個單位都有自己的標準

和自動化系統，因此決定採用哪一個標準支援合作的機制和相互工作，使不同的系統間能正

常的運作是高難度的挑戰。 

從 1990 年中期起，數位圖書館社群有了新的發展，少數複雜的標準可以描述數位資源，

包 含 數 位 物 件 ， 而 當 中 最 為 人 所 知 的 即 是 Dublin Core （ 簡 稱 DC ， 網 址 ：

http://dublincore.org/index.shtml）。Dublin Core的發展者包含從圖書館社群、電腦科學家、出

版業者、和學者。因為有著廣大社群的共同發展，且有許多組織認可，其已經正式通過，包

含CIMI，對於博物館社群發展了特別的Dublin Core。許多州包括North Carolina、Minnesota
和Colorado都發展的屬於自己的Dublin Core。不像MARC或者Dublin Core的項目描述或館藏，

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EAD）反應歷史關係館藏內部的展現。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簡稱TEI，網址：http://www.tei-c.org/）是一個SGML文件類型定義，利用數碼化的文件內

容和創造來傳達描述的資源。組織描述政府數位文件使用「政府資訊定位標準（Government 
Information Locator Standard，簡稱GILS）」。當不同類型的機構合作數位化，它可以快速且控

制大量的字彙，並提供不同資訊的呈現。 

許多人希望藉著WWW解決這個領域複雜的Metadata標準問題。不同的網站檢索引擎工作

不同，而且結果也是多變的。因為網路的便利性許多搜索引擎提供各種不同的檢索。網際網

路社群的遠見是建立分散式網路系統。只有少數的商業系統支援Dublin Core或EAD甚至有一

些有Z39.50 的機能，來處理這些新的閘道。目前為了讓Metadata可以利用，有些透過Z39.50
來支援。Z39.50 是一個國際閘道支援相互網站間的檢索。有一些問題與使用不同系統有關連，

就是運用一個標準到達另一個系統去。美國國會圖書館就發展了許多這樣的管道，資訊透過

這些管道可以在圖書館網站中被利用。（網址：http://www.loc.gov/marc/marc2dc.html或
http://lcweb.loc.gov/ead/lag/agappb.html） 

第二節、聯合目錄的建置模式(註2) 

聯合目錄的建置模式主要有兩種，一種為實體聯合目錄，又稱為集中式聯合目錄；另一

種為虛擬聯合目錄，又稱為分散式聯合目錄。所謂實體聯合目錄是指在聯合目錄伺服器上已

建好索引檔，使用者查尋時乃查尋此索引檔，系統告知使用者找到多少符合查尋條件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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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此索引檔連到實際的網站，如蒐尋引擎，或呼叫出書目記錄，如圖書館界的書目中心。

虛擬聯合目錄則指未在伺服器建立實際的索引檔，只是透過檢索介面將使用者的查尋問句送

到各資料庫，並將查尋結果匯整後顯示在螢幕上。例如以 Z39.50 協定所建立的查尋介面，就

是這種做法。這兩種聯合目錄各有優缺點，以下即分別說明其類型與特色。 

一、集中式的聯合目錄(註3) 

(一) 集中式聯合目錄之類型 

集中式的聯合目錄可分為：由人工建立詮釋資料之集中式聯合目錄，及由系統自動

蒐尋抓取資料並做全文索引的集中式索引伺服器。前者又可分為：商業性的聯合目錄、

非商業性的聯合目錄、共用式的聯合目錄，後者則以蒐尋引擎為代表。 

(二) 集中式聯合目錄之特性 

集中式的聯合目錄，具有下列特性。 

1. 查尋與索引的一致性 

(1) 這類聯合目錄的資料，雖由不同的單位上載而來，但由於已透過標準軟體處

理，集中儲存在聯合目錄中，所以實際在查尋時只針對一個資料庫查尋，因

此查尋功能及索引方式都是一致的。 
(2) 不過由於各館的編目原則並不完全一致，因此送到聯合目錄的資料也無法完

全一致，所以各聯合目錄系統都會處理資料品質控制問題。 
(3) 這類聯合目錄的查尋與檢索技術乃以資訊檢索技術為基礎，也可以根據資料

的屬性或統計屬性來排序檢索結果。 

2. 記錄的整合 

(1) 各聯合目錄系統對資料的整合處理，詳盡情況不盡相同，如OCLC有很多計

畫在做記錄的整合，不過他們的整合，主要在刪除重複，並保留一筆正確的

記錄，而不紀錄各館編目的差異。 
(2) 要花很多時間在整合上，對於每一筆新輸入的資料都一欄一欄的與既存的記

錄做比較，當發現有不一致的情形時，系統會一欄欄的紀錄及保存不一致之

處，以致載入速度很慢。 
(3) 對集中式的聯合目錄而言，高品質的整合目標是可以達到的。 

3. 系統效能及管理 

(1) 集中式聯合目錄在管理大量資料的技術已相當成熟，但與一般終端使用者之

間的互動，經驗尚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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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中式的聯合目錄有很好的系統效益評估工具，如對於系統反應時間及系統

的使用情況的掌握相當完整。 
(3) 若要加入一個新的合作單位，所需成本不高。 

二、分散式的聯合目錄(註4) 

(一) 分散式聯合目錄之類型 

分散式的聯合目錄主要可分為以標準協定來建立主從架構的分散式查尋系統，最有

名的就是 Z39.50 系統，及非依標準設計的分散式查尋系統。其中 Z39.50 是廣被圖書館

界及電子圖書館界／博物館界接受的標準。非依據標準而設計的分散式查尋系統，其查

尋介面需要能轉換查尋問句到各個不同的系統，當異質系統不多時、或只檢索同一種資

訊組織模式時還可以應付，但若要跨不同資訊組織模式、不同國界做檢索，困難度較大。 

(二) 分散式聯合目錄的特性 

分散式聯合目錄最大的優點，是不需花任何的軟硬體成本及人力資源，去建立及維

護實體的聯合目錄。不過就查尋與索引的一致性、記錄的整合、系統的管理與效能而言，

都較集中式的聯合目錄差。茲說明如下： 

1. 就查尋與索引的一致性而言 

理論上，就功能而言，分散式應可做到和集中式一樣的效果，事實上有兩個問

題： 

(1) 所有的系統，必需支援最小共通的查尋功能，如果其中一館無法支援切截

（truncate），或索引欄位不同，就會產生不一致的查尋結果。介面設計的

愈複雜，各館也更需正確的支援這些功能，才能執行複雜的查尋動作。 
(2) 不同的系統必需用共通的語意設計Z390.50的查尋屬性，以及以一致的方法

處理這些屬性。由於Z39.50並非資料庫的索引標準，因此屬性集也不是依資

料庫的架構來定義。例如很多系統會接受並回覆Z39.50問句的作者與題名查

尋，但在資料庫中，這些系統並不見得用相同的欄位做作者與題名索引，如

有的系統，題名索引包括正題名、副題名、並列題名、其他題名。有的則不

齊全。 

2. 從資料整合的角度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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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些Z39.50 client只用來以相同的介面檢索遠端的系統，而未做多資料庫同

時查尋（broadcasting，或稱廣域查尋），因此沒有整合的問題。即使做整合，

也是根據單一鍵如ISBN等來刪除重複，但大部份的系統都無此功能。 
(2) 如果要做到整合，必需將檢索出來的記錄反複查尋各參與的系統；但要做任

何的整合必需由客戶端將送回的資料加以整合（merging），或在伺服端將

資料以相同的方式排序，並不是一件簡單的事。 
(3) 從系統效能與管理的角度而言（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分散式系統

的效能往往視client／server之間的網路速度而定。此外，也常受速度慢的伺

服器的影響，因為它必須等所有的伺服器都回覆後，才能顯示查尋結果。所

以有的系統會考慮設定等待時間，因此是否要設定等待時間，以及等待時間

要設多久，是這類系統必需考慮的問題。 
(4) 分散式查尋會增加各系統的查尋負擔，因為每一個查詢都會送到各local 

system處理。 
(5) 查尋反應時間比聯合目錄慢很多。 
(6) 各系統專屬的查尋系統功能，往往比虛擬聯合目錄還多，但是如果各系統的

資訊組織模式一致，則共通介面所能提供的功能也會和專屬的查尋功能越接

近。 
(7) 小系統參與虛擬聯合目錄做分散式查尋，會使得查尋速度更慢。虛擬聯合目

錄的可靠性也是一個問題，因為隨時會有某一台主機當機，或停止提供服務

的情況發生。 

第三節、OAI 協定與技術 

一、OAI 的定義 

數位典藏的最大特色就是擁有豐富的數位資源，而這些數位資源的管理者與擁有者分散

於各個典藏單位，進而造成使用者不易掌握數位物件，因此為了提高使用者的便利及增進數

位物件使用率，各種整合技術逐漸興起。 

「開放典藏計劃」（Open Archives Initiative，簡稱OAI）近來受到重視，其定義係介面建

置的一種技術，其功能是在負責擷取（harvesting）後設資料（metadata）記錄，凡是任何一

種電子典藏（electronic archive）或數位圖書館（digital library）利用OAI技術建置介面者，皆

可稱為「開放典藏資料提供者」（Open Archives data provider）。(註5)其目標是為了發展及提

高互通性的操作標準，以方便內容資料有效的分享與交換。 

OAI 技術由於下列因素，使其受到歡迎：(1)提供學術溝通及交流一個新的模式：OAI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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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使數位化文件能更容易、更廣泛的傳播。且採用後設資料擷取的方式，能涵蓋各種多媒體

格式、資料型態與內容等，擴展了數位化資料可存取種類的範圍。(2)實作容易：OAI 後設資

料擷取協定在設計時即以「簡單」為原則。利於在極短的時間內架設起 OAI 伺服器。(3)具開

放性：任何人都能使用 OAI 定義的架構，來建構資料提供或服務提供的伺服器。(4)採用 HTTP
及 XML 之開放性標準：OAI 後設資料擷取協定目前是利用 HTTP 通訊協定作為其基本的通

訊協定，使得 OAI 在先天上就已解決了跨平台及相容性等問題，也節省了另行新架構的困難。

同樣的，XML 也漸漸成為全球共同的標準資料格式。由於 HTTP 及 XML 均為開放性的標準，

採用 HTTP 及 XML 的組合不僅考慮了相容性的問題，也確保了 OAI 的開放性原則。 

二、OAI發展歷史(註6) 

OAI 最初是由 Paul Ginsparg、Rick Luce、Herbert Van de Somel 等人，在 1999 年 10 月於

Santa Fe 發起的 University Preprint Service 會議中所促成。OAI 原本是為了增進多樣性電子印

刷出版資料的互通，藉以促進學術交流為目的，同時亦保證資料在未來也可以互通的需求。

雖然 OAI 最初是針對學術性電子期刊預印本的互通性而產生，但這與目前數位圖書館等數位

典藏單位所遭遇的問題極為類似，因此 OAI 技術自然而然擴展到數位圖書館領域，亦逐漸受

到重視。 

2001 年 1 月，OAI 發表 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簡稱

OAI-PMH 是為後設資料擷取協定，。OAI-PMH 初期的發展仍為實驗階段，2001 年至 2002
年間分別提出了 OAI-PMH 1.0 版及修訂 1.1 版，目前已發展至 OAI-PMH 2.0 版，並期望向

W3C 申請成為全球的開放型標準。 

三、OAI-PMH 

OAI-PMH是由「數位圖書館聯盟」（The Digital Library Federation）與「網路資訊聯盟」

（The Coalition for Networked Information）提供支援，該OAI通訊協定的研究工作獲得美國科

學基金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Grant No. IIS-9817416 與Defense Advanced Projects 
Agency Grant No. N66001-98-1-8908）資助。OAI-PMH提供異質性資料庫之間整合搜尋的解決

方案，利用網際網路與後設資料技術，透過資料擷取共通協定，可不受平台、語言、開發程

式等限制，達到互通的目的。(註7) 

(一) 相關名詞定義(註8) 

1. 資料提供者（Data Provider）： 
提供其文件內容，並以 OAI 作為發佈 metadata 的協定。主要工作在維護一個或

一個以上支援 OAI 協定來將其內容以 metadata 發佈的儲存器，如：Web 伺服器。 
2. 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 

透過 OAI 協定向資料提供者取得資料，利用得到的後設資料建構具有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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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 
3. 資料儲存器（Repository）： 

透過 HTTP，接受 OAI 協定所提出存取資料需求的伺服器。 
4. 資料集（Set）： 

非必備功能，為了方便取得所需資料的目的，儲存器內可將不同類別的資料區

分成不同的群組，並以階層式架構表示，以節點（node）作為各分類的區分，

因此每一個節點即稱之為資料集。 
5. 資料錄（Record）： 

一個資料錄是後端伺服器依據 OAI 協定，從儲存器內將資料以 XML 編碼傳回

前端的 metadata。 

(二) OAI-PMH 系統架構 

OAI-PMH 系統主要是架構在 Internet 上的應用協定，透過「資料提供者」（Data 
Provider）與「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機制來抓取 metadata 資料，Service Provider
會定期向各典藏單位的資料庫系統（Data Provider）擷取後設資料，利用命令集方式傳輸

給後端的伺服器程式，並遵循 OAI 協定 XML Schema 所規範的 XML 格式傳送資料。 

Data Providers 主要的工作在維護倉儲（Repositories），並支援 OAI 協定來揭示倉儲

的內容。Service provider 是向 Data Providers 發出 OAI protocol 請求（Requests）並將得

到的後設資料建構具有附加價值的服務。 

 

OAI Protocol request   OAI Protocol Response  

Users 

Service Provider  

Data Provider  Repository   

 

圖 2-1 OAI 系統簡易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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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擇性擷取功能(註9) 

OAI-PMH 提供了選擇性擷取功能，可讓擷取程式將資料庫中的部分子集合擷取出

來，可以過濾不需要的資料集合，擷取方式是利用時間戳記與集合兩個參數進行，兩個

參數可以獨立或者合併使用。OAI-PMH 規範每筆記錄必須要包含時間戳記，藉以表示物

件的更新狀況，例如：新增、刪除、修改的時間。擷取時間戳記時，必須符合 UTCdatetime
時間格式（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如此才能與全球世界各地不同時區同步。資料集

（Set）的功能在於將資料庫中的物件，分類成一個一個子集合，並可以有選擇性的指定

範圍。 

(四) 後設資料 

1. Dublin Core 

OAI 協定的技術體系中，指定了 Dublin Core（簡稱 DC）作爲 Data Providers 支
援提供的後設資料格式。同時支援多種後設資料格式的查詢。Metadata 資料規定必

須支援 DC，是否支援其他後設資料格式由倉儲自行决定，或可以利用 metadata 的

前置詞－prefix 進行標識。關於一般內容的部分後設資料，例如：使用權限等，並不

在協定中做規定與規範。 

2. 後設資料傳遞方式 

OAI協定的請求使用HTTP中的GET或POST方法。請求傳遞至少一個的參數，

形式如：key=vlaue，多個參數時使用｀&’隔開。每個OAI請求都必須包括一個名字

爲verb=‘OAI方法名＇的參數。為了確保高度的互通性，OAI協定要求所有的倉儲都

必需支援保留在後設資料的前置詞｀oai_dc’，DC後設資料格式的schema可在

http://www.openarchives.org/OAI/dc.xsd找到。 

3. 後設資料的 Prefix 和 Schema 

當向倉儲發送請求時，使用後設資料的前置詞來標識每一種後設資料的格式，

後設資料字首的命名由無空格的字母數位所組成。後設資料 schema 是一個 XML 
schema 文件，可以用來對記錄中的後設資料的合法性進行驗證。 

利用 ListMetadataFormats 命令請求可以列出一個倉儲支援的所有後設資料格

式。針對請求的回應所包括的各種格式的後設資料前置詞和 schema 的 URL，而這

種 XML namespace 的 URI 是可選部分。 

在ListRecords和GetRecord請求中，後設資料的前置詞也可以作為參數，指定返

回記錄中包含元資料的格式。返回記錄中的後設資料遵循XML namespace的規範，

因此後設資料部分必須包含一個屬性｀xmlns’，取值是這種後設資料格式的

namespace的URL。(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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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OAI 後設資料擷取協定（Open Archives Metadata Harvesting Protocol）指令

說明 

此協定的制訂目的是提供與應用程式獨立的交互運作架構。各種從事於文件內容出

版發行至網路上的社群，能夠藉此互相溝通。其主要目標為：(1)簡化文件內容有效的傳

播。(2)提升電子化文件的存取。(3)擴展存取數位化資料種類的範圍。 

OAI 提供六項檢索指令： 

 GetRecord 
 Identify 
 ListIdentifier 
 ListMetadataFormats 
 ListRecords 
 ListSets 

每當進行請求時都是按照下列格式，(1)每個小節的標題就是必備的verb參數。(2)請
求中其他的參數，共有三種類型：必備的、可選的、獨占的（除了VERB參數，如果有

這個參數，就一定是唯一的參數）。(3)回應的格式定義是一個XML schema。(4)請求的例

外條件，狀態碼在OAI協定的環境中具有特殊意義，各項指令參數說明如表 2-1。(註11) 

表 2-1 OAI-PMH 指令說明 

請求命令 說明 Verb 參數（必備） 其他參數 例外 
GetRecord 取得一個單獨的

記錄/後設資料。 
GetRecord identifier：必備參數，是記錄的

唯一識別。metadataPrefix：必

備。 

 識別字不存在時，回應

內容將沒有 record 
container 部分。 
 後設資料格式不支援

時，該記錄不能以指定

的後設資料格式回

應，此時回應內容將包

括一個 header 但是沒

有 metadata container。

Identify 取得關於倉儲的

資訊，包括管理、

標識、組織單位的

專門資訊。 

Identify 無 無 

ListIdentifiers 要求取得可以由

倉儲中查到記錄

的識別字。 

ListIdentifiers  until：選擇性參數，日期類

型，指定返回時間戳比 until
後的時間老的記錄的識別

字。 
 from：選擇性參數，日期類

型，指定回應時間戳比 until
後的時間新的記錄的識別

字。 
 set：選擇性參數，setSpec
類型，指定回應特定集中的

當沒有符合條件的記錄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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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命令 說明 Verb 參數（必備） 其他參數 例外 
記錄的識別字。 
 ResumptionToken：獨占參

數，顯示不完整結果列表，

所得到的值是前一個

ListIdentifiers 請求回應的

部分結果中所包含的

resumptionToken。 

ListMetadata 
Formats 

查詢倉儲或一筆

特定記錄所支援

的後設資料格式。 

ListMetadataFormats  identifier：選擇性參數，指

定一個記錄的識別字，要求

回應此筆記錄所支援的後

設資料格式。假若沒有這個

參數，回應的將是倉儲支援

的全部後設資料格式，但並

不表示全部的記錄都支援

這些格式。 

當識別字指示的記錄不存

在時。 

ListRecords 從倉儲中取得記

錄。 
ListRecords  until：選擇性參數，日期類

型，指定回應時間戳比 until
後的時間舊的記錄。 
 from：選擇性參數，日期類

型，指定回應時間戳比 until
後的時間新的記錄。 
 set：選擇性參數，setSpec
類型，指定回應特定集中的

記錄。 
 ResumptionToken：獨占參

數，指示不完整記錄列表，

取值是前一個 ListRecords
請求回應的部分記錄列表

中所包含的

resumptionToken 
 MetadataPrefix：必備參數，

回應記錄中後設資料必須

是前置詞所指定的格式。

 當沒有符合的記錄

時。 
 當符合的記錄不支援

指定的後設資料格式

時。 

ListSets 取得倉儲中的資

料集結構（set 
hierarchy）。 

ListSets  ResumptionToken：獨占參

數，指示不完整記錄列表，

取值是前一個 ListSets 請求

回應的部分集合資訊列表

中所包含的

ResumptionToken。 

當倉儲中沒有資料集結構

（set hierarchy）時。 

四、OAI 的應用與優缺點 

聯合目錄可讓使用者跨資料庫檢索與瀏覽，透過聯合目錄網路介面，可將使用者查詢需

求透過相關技術，擷取到不同單位典藏機構數位物件，有鑑於此，發展出OAI-PMH協定，建

立資料服務提供者來分享所有可辨識的後設資料，並規範資料提供者所應支援的後設資料格

式，開發轉換程式，讓所有後設資料格式能夠對應至規範的，目前被廣為使用的後設資料格

式為Dublin Core，程式開發核心以Java語言為主，系統使用介面則以web-based網介面為主。(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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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CLC OAICat是Java Servlet網路應用程式，其支援OAI-PMH v2.0 的網路應用協定架構，

這個架構可以透過JAVA介面程式來處理異質的資料。OAICat也是一個建置工具，並完全支援

OAI-PMH v2.0 協定與物件導向基本功能。OAICat分為兩種檢索模式：(1)oaicat_jar：在伺服

端建置支援OAI-PMH v2.0 的伺服端應用程式。(2)oaicat_war：在OAI-PMH v2.0 應用協定架構

下，利用Java Servlet 2.3 版本引擎檢索。OAICat提供欲使用OAI技術整合一套介面，只要傳送

相關參數至網路應用程式執行，便可快速建置支援OAI整合性系統。(註13) 

OAI 之理論架構與規範自 2000 年制訂以來，即受到數位圖書館界的重視與討論。OAI
互通性架構之規範有許多優點，分述如下： 

1. 提供學術溝通及交流一個新的模式 
OAI 架構使數位化文件能更容易、更廣泛的傳播。且採用詮釋資料擷取（metadata 
harvesting）的方式，能涵蓋各種多媒體格式、資料型態與內容等，擴展了數位化資

料可存取種類的範圍。 
2. 實作容易 

OAI 詮釋資料擷取協定在設計時即以「簡單」為原則。 
3. 具開放性（open） 

任何人都能使用 OAI 定義的架構，來建構資料提供或服務提供的伺服器。 
4. 採用HTTP及XML之開放性標準 

OAI詮釋資料擷取協定目前是利用HTTP通訊協定作為其基本的通訊協定。其優點在

於現今所有的網頁伺服器及瀏覽程式等，幾乎毫無例外的支援HTTP。這使得OAI在
先天上就已解決了跨平台及相容性等問題，也節省了另行新架構的困難。同樣的，

XML也漸漸成為全球共同的標準資料格式。由於HTTP及XML均為開放性的標準，採

用HTTP及XML的組合不僅考慮了相容性的問題，也確保了OAI的開放性原則。 (註
14) 

除此之外，OAI-PMH 在應用上也有一些容易使人誤解的迷思如下： 

1. OAI-PMH 發佈和獲取的物件，並不包含如文件、影像、聲音等全文資料

（Full-content）。OAI-PMH 只是一個用來交換 metadata 的協定，其餘文件格式、內

容均需透過其他程式應用技術輔助，並不在此協定範圍內。不過 OAI 承諾此協定將

會提供全文資料的交換能力，至少在最新發表的 2.0 版本，仍未有此方面的協定規範。 
2. OAI-PMH 不是提供兩個檔案系統之間資料交換的協定，而是明確的將兩者之間切割

成資料提供者（發佈 metadata 的實體）和服務提供者（獲取元資料並提供前端使用者

加值服務的實體）。當前後端明確地分為資料提供者與服務提供者這兩個實體，並不

是每一個加入 OAI-MPH 服務的單位必須只能擇一為之，例如 Cite Base 便是一個既為

資料提供者，也是服務提供者。 

OAI-PMH在傳輸的元資料格式並不只限於DC，雖然OAI組織強調所有資料提供者至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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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提供DC作為資料交換的基本格式。但為了考量一些特定領域的應用需求與其metadata格

式，OAI組織並不限制只能使用DC，而且還鼓勵發展特殊的格式以便能提供特殊領域的使用

需求。不僅如此，OAI也在多次會議中宣告支援所有的metadata。(註15) 

五、OAI 與其他系統的比較 

(一) OAI-PMH與Z39.50 的比較(註16) 

Z39.50 已經是圖書館系統實現自動化系統間聯盟式的書目資料檢索的開放式檢索協

定，其主要是由「原始系統」（或稱 Z39.50 Client）依靠線上即時連結一個以上的「目標

系統」（或稱 Z39.50 Server），使用複雜的通訊協定集（protocol set）執行所需的查詢行

為，在逐一取得由目標系統獲得的查詢結果、排序、去除重複，將處理結果呈現出來。

而近年來數位產業與 metadata 廣泛的應用，OAI-PMH 也廣泛地應用在許多數位典藏資料

分享、獲取或是聯合目錄。本質上，OAI-PMH 與 Z39.50 均能達成聯盟檢索的需求，也

就是使用者能夠透過單一的介面從多個不同 DL 取得所需的資訊。透過一次查詢的動作，

便可從許多不同來源獲得結果，讓使用者不需逐一查詢各個 DL。 

由於下列三項原因，應用Z39.50 協定的分散式檢索系統之間必須考量回應時間、結

果大小、網路頻寬的條件，使Z39.5 被批評非常難建立一個高品質的聯盟檢索服務(註17)： 

1. 不同的自動化系統對 Z39.50 查詢請求的語意常會有不同的解釋，而導致不正確的

執行結果。 
2. 連結多個目標系統時，由於取得的資訊必須線上即時在原始資料內組合整理，導

致嚴重影響系統的效率。 
3. 使用者在獲得結果之前，必須等待資料在系統之間傳輸與處理的時間。 

因此，就 OAI-PMH 與 Z39.50 兩者作一比較，OAI-PMH 以 XML 做為資料處理的依

據，著重在容易建置，並期望解決所有 metadata 的分享問題。服務提供者可以使用

OAI-PMH 事先取得所有後端資料提供者所有的資料，加值或建立索引之後，間接提供前

端使用使用者所需的資訊，達成聯盟檢索的需求。在這種模式之下，OAI-PMH 服務提供

者是建立在資料中介者（Broker）的角色。而 Z39.50 以 MARC 和 Dublin Core 為資料處

理的依據，著重在點對點（peer to peer）的協定服務模式，透過線上即時查詢目標系統

的資訊，然後處理所有遠端回應的資料集之後，再呈現給前端使用者。強調的是即時性

的聯盟檢索服務，中間不存在任何中介者的角色，前端也不強調資料加值的處理與分析。 

由前述討論可知，OAI-PMH 與 Z39.50 兩者協定不僅應用目的不相同，使用的方法

也不相同，雖然兩者都可達聯盟檢索服務的需求，但彼此之間都可達成聯盟檢索服務的

需求，但彼此之間卻無法取代彼此。不過一個改良的方式是將 Z39.50 視為一個橋街器

（bridge）或閘道（gateway），除了處理 Z39.50 的命令之外，也能處理 OAI-PMH 的命令，

而其中需要增加的處理能力是能支援 metadata 綱要，即可結合彼此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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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類型開放式典藏資料互通協定之比較(註18) 

余顯強曾為文比較各類型開放式典藏資料互通協定，其詳如下表： 

表 2-2 各類型開放式典藏資料互通協定之比較 

 NCSTRL 
NCSRL+ OAI-PMH 

Meta Web 
Search 
engine 

SDLIP GINF Search 
Light Z39.50 

互通型態 聯盟式 獲取式 聚合式 聚合式 聚合式 聚合式 聯盟式 

提供多個

DL 之間

同步互通 
可 依服務提供

者功能而定 可 不可 不可 可 可 

提供同步

檢索 不可 依服務提供

者功能而定 不可 可 不可 不可 可 

資料提供

模式 主動式 被動 被動 被動 被動 被動 被動 

包含檢索

協定 無 無 有 有 有 有 有 

傳輸協定 HTTP HTTP HTTP 

TCP、
HTTP、
CORBA
物件 

TCP、
HTTP HTTP 不限定 

Metadata
格式 

任何

metadata
均可 

XML 格式

的 metadata 無 
任何

metadata
均可 

RDF 無 MARC、
DC 

建置成本 資料提供

者：高 
資料提供

者：低 
資料提供

者：無 
資料提供

者：無 
資料提

供者：高

資料提

供者：無 
資料提供

者：高 

服務提供

者 低 中等，視服

務內容而定 高 高 高 高 高 

出處：余顯強，「淺談數位圖書館典藏資料互通之存取協定」，書藝39（2003 年 5 月），頁 21。 

第四節、數位圖書館聯合目錄系統 

以下介紹四數位圖書館計畫的聯合目錄系統，包括 Colorado Digitization Project’s Heritage 
database、PANDORA 數位典藏計畫；Library of Congress American Memory 計畫；AMICO 計

畫，分從計畫簡介、Metadata 標準、系統檢索與瀏覽架構探討。 

 24



一、Colorado Digitization Project’s Heritage Database 

(一) 計畫簡介 

科羅拉多州數位化計畫（Colorado Digitization Project，簡稱CDP，網址：

http://coloradodigital.coalliance.org）始於 1998 年，是一項由Colorado州的檔案館、歷史學

會、圖書館與博物館合作的數位典藏先導計畫。該計畫建構了一個由metadata紀錄組成的

聯合目錄，發展metadata記錄並編製標題詞（subject term），採用名稱表單（name list）。
CDP計畫也研究藉由WebDewey採用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分類號，並聯結主題名

詞與高度專門性主題名詞，在聯合目錄提供主題瀏覽功能，可看見這些主題名詞。 

 

圖 2-2 COLORAD

(二) metadata 標

1. CDP 聯合目錄採用 Dublin Core/XML metadata 標準。 

 

O 網站 

準 

2. 採用一系列必備要件，包括：Title、Creator、Subject、Description、Identifier、
Date and Format 等，其詳如表 2-3。 

表 2-3 CDP 檢索欄位必備及選擇要件之比較 

Mandatory Elements Optional（Desirable）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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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Con
Creator 
Subject 

Description 
Identifier 

Date: Digital 
Format: Creation 

Format: Use

tributor 
Publisher 
Relation 

Type 
Source 

Date: Original 
Language 
Coverage 

Rights Managemen

3. 採用標題詞（Subject Term），利用美國國會圖書館標題表（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簡稱 LCSH），這個詞表包括科羅拉多州的地理詞彙和美國國

會的標題詞，不管是簡寫或全稱，使用者可以直接以精確字查詢，或以瀏覽的方

式獲知。 
4. 採用姓名稱表單（Name List），包括個人與團體公司。CDP 開始自詞彙表單中，

發展索引典及完整權威控制的概念。後者乃是由州際的名詞權威機構（Name 
Authority Cooperative，簡稱 NACO）透過合作編目計畫（Program for Cooperative 
Cataloging）來產生名詞標目及主題標目。 

 

圖 2-3 CDP 建檔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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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主題名詞查詢

 

-

(三) 系統查詢 

提供兩種檢索模式 

1. 簡易檢索 Search 模式畫面：提供 title、author、subject headings、keywords 查詢。 

圖 2 5 名稱查詢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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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CDP 檢索模式畫面 

2. 進階檢索 Advanced S

提供 title、author、subject words、De ey number、date、language、project 查詢，

並可用布林邏輯查詢。 

earch 模式 

w

 

圖 2-7 CDP Advanced 檢索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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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DP 計畫是用聯合目錄網站與數位影像聯結 

 

圖 2-8 Moffat Tunnel Search 

 

圖 2-9 Moffat Display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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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 分類代碼： (1)數位典藏分類； (2)館藏與數位典藏單位－

participan ion；(4)焦點－Spotlights；(5)地理。

主題瀏覽 ence、
Sports、T

二、PAN O

(一) 計畫

P 全稱為

Preservin a ，網址為

http://pan

圖 2-10 Moffat Tunnel Website Link 

瀏覽架構 

計畫包括分類與

ts；(3)主題分類－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
，包括 Agriculture、Arts、Colorado and Western History、People、Social Sci
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等大類。 

D RA 數位典藏計畫 

簡介 

ANDORA網站是澳洲國家圖書館的網路文件資源保存與取用的網站，

g and Accessing Networked Documentary Resources of Australi
dora.nla.gov.au/index.html。 

自 1 儲存、辨

識及保護 成果公布在「潘朵拉（PANDORA）」

拉」集合了多家圖書館與文化機構的資源，並統合至一個「熊貓系統

）」(註20)共同檢索。此外，澳洲國家圖書館持續將焦點放在數位典藏的活

動上，希望進一步了解保存技術演進與其他相關議題。故計畫性地收錄並保存澳洲本土

及世界各國相關的網路資源。目前持續於「帕迪網（PADI）」(註21)進行這項計畫。 

996 年以來，澳洲國家圖書館致力於數位化資源的選擇、轉換、編目、

，並提供線上出版品的檢索。這部分的工作

(註19)上。「潘朵

（PAN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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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長期保存數位 套「數位典藏管理系統

（DCM）」(註22)。本系統的原始目的，在長期保存手稿、地圖、圖像等數位典藏品，

示等可能衍生的法律問題。目前系統包括下列的模組：「熊貓系

統」（PANDAS 慧型圖書館管理系統（ILMS）(註23)、圖像經理（Pictorial manager）、
圖像表列（ ）、手稿查檢工具（Manuscript finding aids）、數位化系統與專

案（ ）、1845-1950 年間澳洲期刊（Australian Periodicals 
1845-1850）、澳洲國家圖書館目錄（NLA Catalogue）(註24)、權限管理系統（Rights 
Managem 多媒體出版（Multimedia Publications）。 

化的物件，澳洲國家圖書館已建置一

並解決圖檔在網路上顯

）、智

Pictorial lists
Digitisation Systems and Projects

ent Systems）、

 

圖 2-11 網站  Pandora

Pandora從 1996 年發展至目前包括五千餘種數位典藏資料，截至 2004 年 1 月 26 日，

其館 統計如下  

位文獻典藏

藏量 (註25)：

表 2-4 Pandora 數 量統計表 

 本月 上個月 本月成長 

總典藏種類 5,279 5,160 119 

總典藏實例 10,289 9,975 314 

總檔案量 18,116,771 17,761,783 354,988 

總 GB（gigabytes）量 566.559 554.2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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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供獲取、典藏、與提供長期

取用。 起 internet 出現大澳洲資訊，為了保存澳洲的歷史文化與

提升未 的 些線上出版品永久取用。澳洲國家圖書館開始發展

PAND 來

使用。

館藏收集原則以凡是 Internet公開提供者為對象，而澳洲國家圖書館（National Library 
of Au 包括下列類型

資料：

• 雜 其他期刊（Journals, newspapers, newsletters and other 
e

Substantial reports, papers and speeches） 
• 年

• 地

• 重

• 公

ac a ents and 
ex e

• 公 formation for public access） 
• 先前以印刷形式出版的任何文件（Any document that would formerly have 

be b
• 任 N 的文件（Any document eligible for an ISSN, 

IS

Web sites or parts of web sites, which provide 
substantial or unique information about a topic, organisation, person of 

• 沒有包含在此的其他領域，而圖書館認為具有長期研究價值者（Other 
 time to 

time would have long term research value） 

PANDOR

畫目標為國家保存而選擇澳洲良好線上出版品，並提

計畫背景係由於 1996 年

來 創造力，有必要提供這

ORA 計畫，這是在出版社同意下，提供線上出版品典藏，並永久保存以提供未

 

stralia）選擇無印刷品的線上出版物，無論是免費或取用收費。主要

 

誌、報紙、新聞稿及

s rials） 
• 研討會論文（Conference proceedings） 
• 重要的報告、文件及講演（

度報告（Annual reports） 
圖（Maps） 
要文學作品（Substantial literary works） 
共說明文件，例如：作為公共評論的環境影響聲明及揭露草案（Public 
count bility documents, such as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
posur  drafts for public comment） 
眾取用的資訊資料庫（Databases of in

en pu lished in print） 
何有 ISSN、ISBN 或 ISM
BN or ISMN） 

• 提供某一主題、組織、國內重要人士、計畫或事件之重要或獨特資訊的

網站或其中部份網頁（

national significance, project or event） 

categories not included here, which the Library may consider from

A 計畫關係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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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PANDORA 計畫關係示意圖 

(二) metadata 標準 

A、描述 metadata 

描述 Metadata 資料包括如下： 

• 題名（Title） 
• 後題名（Later Title） 
• 前題名（Previous Title） 
• 作者（Creator） 
• 捐贈者（Contributor） 
• 語言（Language） 
• 描述（Description） 
• 圖書業識別號，如：ISBN、ISSN、DOI（Book Industry Identifier, e.g., ISBN, ISSN, 

• 圖書館業識別號，如：ABN RID（Library Industry Identifier, e.g., ABN RID） 
•  
• Pandora PURL 
• 

• 

• 

• 存在日（Life Date） 
• 頻率（Frequency） 
• 主題關鍵字（Subject K
• 資源種類（Resource Type

B、數位典藏 metadata（preservation metadata） 

PANDORA 研訂數位典藏 metadata, 包括三層 Collection Object File 

DOI） 

出版者的全球資源定位器（Publisher's PURL/URL）

商標（Label） 
索書號（Call Number） 
出版日（Date Of Publication） 

eyw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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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25 要件如下： 

1. 永久識別碼 – 種類及識別碼（Persistent Identifier - type and identifier） 
2. 產生日（Date of Creation） 
3. 結構種類（Structural Type） 
4. 複雜物件的技術基礎架構（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of Complex Object） 
5. 檔案描述 – 5.1 影像、5.2 聲音、5.3 影音、5.4 文本、5.5 資料庫（File Description – 

5.1 Image, 5.2 Audio, 5.3 Video, 5.4 Text, 5.5 Database） 
6. 已知系統需求（Known System Requirements） 
7. 安裝要求（Installation Requirements） 
8. 儲存資訊（Storage Information） 
9. 取用管控員（Access Inhibitors） 
10. 搜尋輔助及取用輔助器（Finding and Searching Aids, and Access Facilitators） 
11. 維護行動許可（Preservation Action Permission） 
12. 認證（Validation） 
13. 關聯（Relationships） 
14. 突然的變化（Quirks） 
15. 檔案決策（作品）（Archiving Decision（work）） 
16. 決策理由（作品）（D
17. 檔案決策（作品）之責任制度（Institution Responsible for Archiving Decision

（work）） 
18. 檔案決策（表現形式）（Archiving Decision（manifestation）） 
19. 決策理由（表現形式） n）） 
20. 檔案決策（表現形式）之責任制度（Institution Responsible for Archiving Decision

（manifestation）） 
（Intention Type） 

22. 維護責任制度 Institution with preservation responsibility） 
23. 過程（Pro

23.1
23.2 負責過程之機構名稱（Name of the Agency Responsible for the Process） 

 過程中所使用的關鍵硬體（Critical Hardware Used in the Process） 
23.4 過程中 軟體 re U ） 
23.5 過程如 ow Pr ied O
23.6 執行過程的指導方針（Gu ecified to  Process） 
23.7 日期及 and tim
23.8 結果（

23.9 過程原 ess R
 變化（

23.11 其他（Other） 
記錄產生者（Record Creator） 

Other  

C 理 metadata（Administrative metadata） 

DORA 提供館藏管理者儲存有關典藏的管理 metadata, 括： 

ecision Reason（work）） 

（Decision Reason（manifestatio

21. 目的類別

（

cess） 
 過程描述（Description of Process） 

23.3
所使用的關鍵 （Critical Softwa sed in the Process
何被執行（H ocess was Carr ut） 

idelines Sp  Implement
時間（Date 
Result） 

e） 

理闡述（Proc ationale） 
23.10 Changes） 

24. 
25. 其他（ ）

、行政管

PAN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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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資訊（標題、全球資源定位器、永久識別碼、出版者明細等）descriptive 
ormation（title, URL, persistent identifier, publisher details, etc.）； 
狀態（出版者對於檔案認證許可的同意或否決）permission status（whether 

mission to archive was granted or denied by the publisher）； 
種類 type of resource； 

除、仍在監控中）status（selected, rejec d, still being monitored）； 
0 類的列表中挑選出來）subjects（selected from a list of about 20 

broad categories）； 
如果該標題涵括在網站蒐藏的一部份，且關於特定事件或主題，如：

奧運、選舉活動）collection name（if the title is being included as part of a collection 

campaigns）； 
• 限制資訊（如：只在特定時段提供內部取用，然後再提供自由取用；只供特定

使用者取用）restriction information（e.g. access in-house only for specified period, 
then m de freely available; access restricted to designated users only）；以及 

• 蒐集表單 gathering schedule。 

(

式種類包括基本

可以任意輸入名詞

inf
• 許可

per
• 資源的

• 狀態（被選取、排 te
• 主題（從約 2 大

• 集叢名（

of sites on a particular event or topic such as the Olympic Games, election 

a

三) 系統查詢 

查詢模 級與進階級二類，以及分類瀏覽功能。 

1. 簡易查詢 

檢索,或用分類瀏覽 

 

圖 2-13 PANDORA 簡易查詢 

2. 進階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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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查詢包括 limit search、Match、Search in 三種 

(1) limit search 包括：whole word、beginning、ending、substring 的選擇。 
(2) match 包括：All、Any、Boolean、ull phrase 的選擇。 
(3) Search 包括：All Sections、Description、Keywords、Title、Body。 

 

圖 2-14 PANDORA 進階查詢 

 

圖 2-15 PANDORA 檢索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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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PANDORA 檢索結果 

位 

索欄位彙整表 
（Table of searchable data fields for each record type） 

Title Indexer Publisher Collection 

3. 檢索欄

表 2-5 各資料類型之可檢

Name Indexer Name Publisher Name Collection Name 
PI Title(s) name Title(s) name Title(s) name 
URL e(s) PI Title(s) PI Title(s) PI  Titl
Subject Title(s) URL Title(s) URL Title(s) URL 
Format Title(s) PURL Title(s) PURL Title(s) PURL 
Statu ontact name  Collection subject s/Standing C
Amicus    
Reg Date    
Publisher    
Indexer    
PURL    
Owner    
Agency    
Collection    
Contact name    
Publisher contact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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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Indexer Publisher Collection 
Indexer contact name    

(四) 瀏覽架構 

PANDORA 提供分類瀏覽，主要包括主要分為 ，其下又有次類如下： 

表 2-6 DORA 提供的分類瀏覽項次

 次類 

16 大類

 PAN  

大類

P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ians; Defence; Inte nal Affairs;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Public Administrat n; Australian 
Republic Debate 

olitics and government 
rnatio

io

H Medical Care; Pharmaceuticals; Mental Health; Public Health ealth 
E chools and Schooling; Tertiary Education; Vo  Educatiducation S cational on 

T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Industrial and Manufacturing; 
Telecommunications;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 n echnology and Industry io

S iology; Genetics; Astronomy; Chemistry; Biot hnology; Ph  
Earth Sciences; Geography, Exploration and Maps ciences B ec ysics;

S rting Personalities; Sites fo ren; Sport g 
bies and Pastimes; Olympic and Paralympic esports and Recreation Sports Events; Spo

Organizations; Hob
r Child in

 Gam

Society and Social Issues 
Social Structure and Change; Employment an rkplace; Social 
Problems and Action; Protest and Activism; So stitutions; 
Community and Volunteering; Housing; Animal elfare 

d Wo
cial In
 W

E esources Energy; Climate Change; Ecology; Mining and Mineral Exploration; 
Agriculture;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nvironment and R

Arts sic; Dance; Theatre; Literature; Film;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Festivals (Arts) 
Visual Arts and New Media; Mu

Humanities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Archaeology; Religion; Philosophy; 
Psychology; Sociology; Libraries and Archives 

Media Television, Radio, Print Media 
Law Criminology 
Indigenous Australians us Health and Welfare; Indigenous  Ind tsIndigeno Education; igenous Ar

B conomy Economics, Finance and Taxation, Business M ement, Com anies, 
Industry and Trade usiness and E anag p

P ture 
Multiculturalism; Gay, Lesbian and Transgend ilies; Adu  Sites; 
Men; Women; Children; Youth; Aged; Disable stivals (Cul ral); 
Relationships and Lifestyle; Food and Drink 

eople and Cul
er; Fam lt
d; Fe tu

H ocal History; Genealogy istory L

三、American Memory

(一

ctions for the National Digital 
Li //memory.loc.gov/ammem/amhome.html

計畫 

) 計畫簡介 

美國國會圖書館的American Memory: Historical Colle
brary（網址：http: ），網站主要目的為，利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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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會圖書館所藏代表美國文化遺產的歷史性檔案來數位化，以建立一個電子圖書館，

來 究。目前已有將近七百萬筆數位 ，一百多 典藏單位

參

支援對美國歷史與文化的研 館藏 個

與。 

 

圖 2-17 American Memory 網站 

(二) 系統查詢 

簡單的檢索功能，僅提供了「Match All」、「Match Any」、「Exact Phrase」與「Word 
Variants」等少許選擇欄位。 

要在首頁的 Collecti

ject Heading 

列，如Ab litio s--U ted tes

(三) 瀏覽架構 

主 on Finder 部分： 

1. Sub

以標題表為主，依照字母順序排 o nist ni Sta .與Yiddish 
drama--20th century.。 

llection 

藏清單依照字母順序排列， 如 nsp rtati  G al ho ap ~ 

2. All Co

館 例 Tra o on, lob ~ P togr hs 
1894-1896 或 Arendt, Hannah ~ Papers ~ 1898-1977 。 詳 細 清 單 請 參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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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mory.loc.gov/ammem/amtitle.html。 

3. Broad Topics 

為農業、藝術與 築、 業與 濟、 育、地理 歷

、哲學與宗教、政 與法 、娛 與運動、社會科學、科技與應用科學共十三

主題，主題之下並無 分小 題， 是直 列出相關 藏清 ， (2)類 。 

l Format 

（包含圖書手稿和樂譜） 地圖、動畫、照 、 ， 下直 列

 

5. User’s Format 

、看三種，之下直接 出館 清單。 

起，共分為 8 個時代階段。

、美國中西部、美國南部、美國西部、全美、國際等 。

LC 來區分。 

igital Format 

檔案類型，如 EG、 V 等。 

10. Collaborative Projects 

作計畫。 

標準 

Structural Metadata Dictionary for LC Digitized M rial Table of Core 
ents for Library of Con ress ital epos ry D elo 種標準。

ural Metadata Dicti nary f  LC D itized Mat al 分為兩 包 Digital Ob ct 
Metadata 與 Data Element Metadata for Digital Object 如下： 

 

分 建 商 經 教 、 史、語言及文學、表演

藝術 治 律 樂

項 細 主 而 接 館 單 與 似

4. Origina

分為手稿 、 片 聲音 其 接 出館

藏清單。

分成聽、讀 列 藏

6. Time 

從 1400 年  

7. Place 

美國東北 六種  

8. Library Division 

依照 本身典藏單位

9. D

十種 JP WA

其他合

(四) metadata

採用自訂之

Metadata Elem
ate
p 兩

與

 g Dig R ito ev  

Struct o or ig eri 項， 括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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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Digital Object Metadata 

欄位 必備 可重複 

Handle ◎  
Description ◎ ◎ 
Original Content Type ◎  
Rights and Permission ◎ ◎ 

Owner of Digital Object ◎  
Number of Data Elements ◎  
Number of Instances   
Parent Object Information  ◎ 

Deposit Information 
（包含 Date Deposit 和 Time Deposit） 

◎  

Digital Object Use ◎  

Special Function   
Last Revision 
（包含 Date Last Revised Tim ast R ised

◎  
和 e L ev ） 

Data Element ◎ ◎ 

表 2-8 D ta Elem r Di bject 

欄位 必備 重複

a ent Metadata fo gital O

 可  

Data Size ◎  

Data Size Unit ◎  

Data Type ◎  

Data Element Description ◎ ◎ 

Data Element Rights and Permission  ◎ 

Instance   

Data Element Deposit Information
 Deposit 和 ime DE Deposit）

◎   
（包含 Date DE T  

Data Element Relationship formation 
（包含 DE Relationship Type 和 D  Relationship Value）

 ◎  In
E

Data Element Use ◎  

Last Data Element Revision
 Last evisi 和 ime DE Last 

◎   
（包含 Date DE R on T
Revision） 

Creation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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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 必備 可重複 

（包含 Creation Date、Equipment 和 Creator） 

Page Information 
ype 和 Page lue）

 ◎ 
（包含 Page T  Va  

Associated File 
ociate File Typ Associate File Name） 

 ◎ 
（包含 Ass e 和

Extent（包含 Extent Type Extent Valu  ◎  和 e）

Orientation ◎  

Resolution ◎  

Bit Depth ◎   

Color Mode ◎   

Data Element Content ◎   

其中

RA
Page Information 一欄僅針對檔案類型為 GIF 、 與 TIFF；Associated File

則處理 與 SGML 之檔案 型； tent 負責除 GM XML、HTTP 和 TXT
；Orientation 僅限於 IF、 與 EG 類 ；Re oluti Bit Dep

三欄位皆主要用在 GIF JPG、AVI MPEG 和 uick e 等影像檔。 

Table of Core Metadata Elements for Library on ress Digital epos ory D velo
為描述性（descriptive）、行 性（ ministrativ 與結構性 structural 部 ，

egate、Primary Ob ct、 rmediate O ct 與 Term

Elements 

、JPG
L、

SID
類 Ex S 以外之檔

案類型 G TIFF JP 檔案 型使用 s on、 th 和

Color Mode 、TIFF、 、 Q Tim

of C g  R it e p 分

政 ad e） （ ）三 分 以及

Set、Aggr je Inte bje inal Object 五種層級，茲描

述如下： 

表 2-9 國會圖書館數位典藏發展詮釋資料之核心要件 
（Table of Core Metadata Elements for Library of Congress Digital Repository Develop） 

Type of Metadata Use Level 

Element Name Adm Struc Desc Req Rep Set Aggr Prim 
Obj 

Int 
Obj

Term
Obj

access_category X   X  X X X X X 

access_display_message X   X  X X X X X 

access_expiration_date X   X  X X X X X 

access_information X   X  X X X X X 

access_rights X   X  X X X X X 

archive_date_time X     X X X X X 

archive_history X     X X X X X 

archive_ID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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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Type of Metadata Use Level 

Element Name Adm Struc Desc Req Rep Set Aggr Prim 
Obj 

Int 
Obj

Term
Obj

archive_next_date_time X     X X X X X 

archiving_profile X     X X X X X 

associated_file_name  X   X    X  

associated_file_type  X   X    X  

audio_bits_per_sample  X  X      X 

audio_channel_configuration  X  X      X 

audio_channel_information  X  X      X 

audio_sampling_frequency  X  X      X 

capture_device_ID X    X   X X X 

capture_device_settings X    X   X X X 

capture_entity_corporate X       X X X 

capture_entity_in dual divi X       X X X 

capture_production_ID X       X X X 

checksum e _creation_date_tim X   X      X 

checksum_value X   X      X 

creation_date_time X   X  X X X X X 

datastream_compression  X        X 

deposit_date_time X   X  X X X X X 

description_content_list   X   X X X   

description_coverage   X   X X X   

description_creator   X  X X X X   

description_subject   X  X X X X   

descriptio u  n_s mmary   X   X X X   

description_title   X   X X X   

dimension_horizontal  X        X 

dimension_vertical  X        X 

duration  X        X 

external_descriptive_information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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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ype of Metadata Use Level Element

Element Name Adm Struc Desc Req Rep Set Aggr Prim 
Obj 

Int 
Obj

Term
Obj

external_migration_ID X       X   

external_migration_information X       X  X 

external_record_ID   X   X X X X  

external_record_type   X   X X X X  

external_reproduction_ID X       X X X 

external_reproduction_procedure X     X X X   

feature_label  X   X     X 

file_extension  X  X      X 

handle X X X X  X X X X X 

image_bit_depth  X  X      X 

image_color_space  X  X      X 

image_orientation  X        X 

image_resolution  X  X      X 

intermediate_object_ID  X  X X    X  

intermediate_object_use  X  X X    X  

internet_media_type  X  X      X 

original_content_type   X     X  X 

parent_object_ID  X  X X  X X X X 

presentation_profile  X      X X  

preservation_information X       X X X 

preservation_master_ID X       X  X 

preservation_original_information X       X X X 

quantity_of_intermediate_objects  X  X    X   

quantity_of_terminal_objects  X  X    X X  

reformatted_original_information X       X X X 

reformatting_guidelines X       X X X 

reform ation atting_inform X       X X X 

reformatting_method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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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Type of Metadata Use Level 

Element Name Adm Struc Desc Req Rep Set Aggr Prim 
Obj 

Int 
Obj

Term
Obj

relationship_type  X   X   X X X 

relationship_value  X   X   X X X 

responsibility_entity X   X  X X X X X 

responsibility_information X     X X X   

revision_date_time X   X  X X X  X 

segment_type  X   X     X 

segment_value  X   X     X 

serial_part  X      X X X 

serial_relationship  X      X X X 

size X X  X      X 

use  X  X    X X X 

video_data_rate  X  X      X 

vi o_frame_rate de  X        X 

附註：Adm=Administrative, Struc=S tive, Req=Required, Rep=Repeatable, Set=Set, 
Aggregate, Prim Obj=Primary Object, Int Obj=Intermediate Object, Term Obj=Te al 
 

四 ICO 計畫 

介 

AMICO-Art Museum Image Conso ，網址http://w .amico.org/

tructural, Desc=Descrip
Aggr=
Object

rmin

、AM

(一) 計畫簡

rtium ww 。199 有超過

的藝術博物館共同建立AMICO ，其主要的工作是將作品數位化以便於作教

用。AMICO計畫網站所呈現的館 量有：超過 11 件的繪畫；超過 ,000 件雕

超過 9,000 幅圖畫；超過 11,000 件印刷品；超過 23,000 張照片；超過 00 件紡

織品；超過 1,000 件金屬製品；超過 4,500 件裝置藝術作品；超過 500 本書和手稿。 

7 年

20 個主要 計劃

育的使 藏 ,000 4
刻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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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AMICO 網站 

(二) 系統查

1. 簡易查

只有一個供輸入關鍵詞的檢索欄位，而無其他限制條件欄

檢索欄位 ，如需使用，請自行 變化。 

2. 進階查

雖說 行檢索，適合初級使

。 

(1) 位：包含創作者姓名、創作 種類 AMICO
字、AMICO 館藏年代。 

(2) ，再決定細分欄位或直接輸入檢索條件，例如第一步選擇為

類，在此可選擇建築等十五種主題；如果選擇的是創作者姓名，在此

查詢 姓名。 
(3) 步驟所選擇之檢索條件。如檢查無誤，直接進入第四步驟。 
(4) 

(三) 瀏覽架

詢 

詢 

位，只特別註明，本

不提供切截服務

詢 

是進階，其實是需要一步一步慢慢設定條件，才可進

輸入各種字形

用者

選擇檢索欄

製作者、關鍵

依照選擇之欄位

資料種

者國籍、資料 、創造年代、

則直接輸入欲 之

在此列出前兩

執行檢索。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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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典藏單位 

參與對象包含大專院校、中小學、公共圖書館與博物館等，目前有近四十個會

員，清單 ico.org/join/members.html請見http://www.am 。 

2. 主題與資料類型 

s 在藝術，所以對使用者而言，主題和文物類型是同一種東

西依照字 建築、視聽資料、圖書、戲服與化妝、裝飾藝術、數位

藝術、素描與水彩畫、相關設備、混合媒體、其他、繪畫、攝影、印刷、雕刻、紡

織等十五種主題，並未再細分小主題。 

3. 年代 

介紹中提到藏品可分為七個階段：西元前、0~1500AD、1501~1600、1601~1700、
01 至現在，但並未特別以這七種時代另起檢索欄位。 

地理 

並未提供地理位置檢索，僅在介紹中說 來代表地

理，則為歐洲（包含古希臘羅馬）、美國（包含前哥倫布時代）、亞洲（包含小亞細

亞文化）、非洲（包含古埃及）。這個網站的設計和想像中的聯合目錄差不多，由於

很多藏品僅限於在自己館使用，所以僅提供書目資料與解析度不高的照片，如果需

要進一步的資訊，網站上會提供申請表格。另外，如果典藏單位同意，其實我們可

以直接在聯合目錄首頁上提供會員登入功能，一般使用者可以不必加入會員，但如

果需要取得受限制的資料，例如故宮藏品，可以付費加入會員，依照會員種類直接

將藏品開放在線上，不管藏品資料是典藏於我們或故宮主機。 

五、國際碩博士論文數位化圖書館 

「國際碩博士論文數位化圖書館」（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簡稱 NDLTD）計劃是美國教育部於 1996 年提供經費支援的博碩士論文數位化計畫，由維吉

尼亞科技大學（Virginia Tech）開始博碩士論文全文電子化計畫（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簡稱 ETDs）試行，以輔助各大學自行收集己身學位論文為基礎，並以整合國

際資源作為最終目標。該資料庫有系統地收集各校之博碩士論文，提供部分免費讀線上全文

瀏覽或列印，可為一世界性的全文電子學位論文發展計劃，目前已有 191 個會員圖書館（包

括 167 所大學；24 個機構），亞洲地區已有香港、新加坡、韓國等大學加入，台灣則有中山

大學在 1998 年加入。目前 NDLTD 會員論文系統乃提供一簡單的整合查詢來檢索連結網址上

的學位論文，而支援跨校性查詢的長期和根本作法是按特定 XML 格式即時提供論文資料，

目前 NDLTD 已決定遵照國際組織（Open Archives Initiatives）所訂定的交換標準（Dienst 
Harvest Protocol），並要求其會員日後依此標準執行查詢和傳回資料，以利未來與學位論文以

也許這個計畫 focu
順排列，分別是：

1701~1800、1801~1900、19

4. 

明文化背景，如用此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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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其他文獻作整合的查詢。 

NDLTD並不要求全校皆須繳交數位學位論文，可以是部分系所，甚至可採志願方式來實

施。至於跨校性的查詢，目前NDLTD會員論文系統提供一個簡單的整合查詢來檢索連結網址

上的學位論文。然而，支援跨校性查詢的長期和根本作法是按特定XML格式即時提供論文資

料。NDLTD遵照開放式檔案協定（Open Archives Initiative）所訂定的交換標準（Dienst Harvest 
Protocol），並要求其會員日後依此標準執行查詢和傳回資料，以利未來與學位論文以外的其

他文獻作整合的查詢。(註26) 

以 OAI 為基礎的聯合目錄，可用關鍵字做查詢，使用者可一次搜尋各校的博碩士論文，

並可將查詢結果依年代、大學、題名、作者排序。NDLTD 方便更多研究者使用，有良好的檢

索機制，並透過網路傳遞使取得全文較以往容易許多，使用者可一自己的需要只取部分論文

的章節。NDLTD 的成本也較傳統紙本式論文要便宜的許多，在資源共享上比以往更容易。使

研究成果能快速地分享與取得，多數人能以較低的價格取得全文，NDLTD 可以刺激教育與研

究，使研究成果也可以被引用至其他的出版品上，這可以增加作者的名聲，對於作者的未來

有很大的幫助。 

NDLTD計劃目標在於：(註27) 

1. 希望藉由該計劃提供研究生學習電子出版及數位化圖書館之相關知識，並藉由這些

學習指引，要求研究生能自行將研究論文結果以電子形式提交與呈繳。 
2. 促使學位論文能提供學者參考研究，並積極追求學位論文之電子化典藏。 
3. 降低論文提交與處理之成本，並提供電子化論文檢索及利用之典範。 
4. 提昇數位化圖書館之技術，並促進建立著作權管理策略。 
5. 力促大學積極開放其擁有之資訊資源，加速全球化論文的資源分享，增進知識流通；

並期以更迅速、更完整的方式取得資訊。 

OAI-Based Union Catalog 可以下關鍵字查詢，並可選機構、年代、排序方法（年代、大

學、Title、author）做瀏覽。其查詢的結果，簡略資料：摘要、日期、出版機構；詳目資料：

Title（題名）、Creator（創作者）、Subject（主題）、Description（描述）、Publisher（出版

者）、Contributor（貢獻者）、Date（日期）、Type（類型）、Format（格式）、Identifier（辨

識）、Source（來源）、Language（語言）、Rights（權限）。 

六、綜合分析 

以下分別從系統查詢與分類瀏覽分析四數位圖書館聯合目錄計畫如次。 

(一) 系統查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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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Memory PANDORA Colorado Digitization 

Program 

AMICO（Art 
Museum Image 
Consortium）

 

keyword ◎ ◎ ◎ ◎ 

Author  ◎ ◎ ◎ 

Title ◎ ◎ ◎  

Subject   ◎  

Dewey number   ◎  

Date  ◎ ◎ ◎ 

Language   ◎  

Project   ◎  

Creator   ◎ ◎ 
（creator 

nationality）

資料類型    ◎ 

Object Type    ◎ 

Contributor    ◎ 

限制查詢   identifier, date format  

必備 metadata   1. DC Metadata 
2. Title, creator, subject, 

description, 
identifier, date format 

 

(二) 分類瀏覽分析 

American 
Memory PANDORA 

Colorado 
Digitization 

Program 

AMICO（Art 
Museum Image 
Consortium） 

 

主題 13Broad Topics 16Broad Topics 
Sub Topics 

DDC 
Broad Topics 
Sub Topics 

Object Type 

主題標題表 LC Subject 
Headings 

 LC Subject 
Headings 

 

時間 Time
（1400s-1699、
1700-1799、
1800-1849、
1850-1899、
1900-1929、

  Creation Date、
AMICO Library 
Year 

計 
畫 系 統 查 詢 

計 
畫分 

類 
 



 Colorado AMICO（Art 
 Image 

tium） 

American 
Memory PANDORA Digitization 

Program 
Museum
Consor

1930-1949
1950
1970-Present） 

、

-1969、

地理 Place（Northeast  Region（North 

West） 

Creator 
U.S.、South 
U.S.、Midwest 
U.S.、West U.S.、
All U.S.、
International） 

West, Front 
Renge, South 
Central, South 

Nationality（類似）

數位館藏 90 餘個 Collection Complete list of   
title 

典藏

等） 

單位 10 Library 
Division
（American 
Folklife Center

 By Institution AMICO 
Contributor 

資料類  Manuscripts 

Photos & Prints 

  Object Type 型

Printed Texts 
Sheet Music 
Maps 
Motion Pictures 

Sound Recordings 

數位

RealMedia、 

物件類型 Digital Format 
（PDF、SGML、 
26. QuickTime 

   

MrSID、TIFF、 
WAV、JPEG、 
MPEG、MP3） 

user's Format Hear、Read、View    

人物   People Creator Name 

特展   spotlights  

thumbnail    thumbnail 

 

計 
分 

類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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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邱炯友、李偉寧、李逸文，「學位論文數位化之可行性研究」，圖書與資訊學刊

（民 91 年 2 月），頁 7-12。 

 29 卷（1999 
年 5 月  」
碩

[民國 88 年] ），頁 24。 引自陳亦達，「我國博碩士論文數位典藏策略之研究

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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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聯合目錄系統需求分析與規劃 

第一節、國家數位典藏計畫概說(註1) 

一、計畫概述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在民國 91 年 1 月 1 日正式成立，是承襲行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數位博物館計畫」、「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國際數位圖書

館合作計畫」三個計畫的經驗，依據國家整體發展，重新規劃而成，是一個人文

與科技並重的計畫。計畫的首要目標是將國家重要的文物典藏數位化，建立國家

數位典藏；進而以國家數位典藏促進我國人文與社會、產業與經濟的發展。 

在人文與社會方面，創造臺灣文化新優勢，開啟人文與科技融合的新局面，

以資

方面的利用。 

年度計畫的經費概算

約為新臺幣四億元。計畫架構主要含三部分，一為機構計畫，為數位內容的提供

者及

參與的機構有（依筆劃序）：中央研究院、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國立故宮

文獻館及國家圖

書館等八個典藏機構。為了讓外界也能參與數位典藏工作，本計畫亦公開徵選計

畫，

訊科技輔佐文化的進程；精緻文化普及化，以此陶冶社會之體質，提昇人員

的素質；發展多元的社會文化與社區文化，以期新文化的肇造，承先啟後、繼往

開來；普及社會大眾應用資訊服務、掌握資訊與知識之能力，提昇生活的品質。 

在產業與經濟方面，除了建立公共資訊制度的雛型，並促進有價資訊市場的

健全發展以外，積極鼓勵產業加值、利用各項數位典藏、促進各項相關生產與管

理技術（例如知識管理技術、多媒體網路技術、本地常用語文以及語言相關技術

等）之研發，進而推動在商業、產業（特別是文化產業、加值產業、內容產業、

軟體產業）、教育、學術研究，以及民生、育樂

本計畫自民國 91 年開始，第一階段為期五年。民國 92

擁有者；二為計畫辦公室，其下設立分項計畫協助計畫推動，並建立各種協

調、支援、訓練機制維持計畫運作；三為公開徵選之計畫。 

本計畫總計畫主持人為曾志朗院士，共同主持人為：杜正勝教授、邵廣昭教

授、彭旭明教授。計畫辦公室主任為李德財教授，負責整體規劃與協調各參與機

構間的合作。計畫辦公室下設五個分項計畫：內容發展、技術研發、應用服務、

訓練推廣及辦公室維運分項計畫，負責計畫辦公室相關業務的推動。  

博物院、國立臺灣大學、國立歷史博物館、國史館、國史館臺灣

包括內容發展、技術研發及應用加值三類，民國 91 年度共有 27 個主題計畫

參與。在協調、支援及訓練機制中，依據各機構計畫數位產出內容，設有 12 個

主題小組，包括：動物、植物、地質、人類學、檔案、地圖與遙測影像、金石拓

片、善本古籍、考古、器物、書畫與新聞等。透過此橫向機制，針對相同主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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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數位化共享經驗，相互觀摩學習，並溝通協調不同機構間的數位化問題。 

務小組，讓本計畫所產生的數位內容能夠在

相容的規格下，互相交流。 

本計畫的產出除了建立後設資料、歷史地圖、語言時空典藏檔案，為數位產

出共

在技術方面，則設有數位典藏管理系統參考平臺、命名系統與分散式檢索、

數位物件與檔案格式、多媒體與數位化參考程序、數位典藏服務系統及多語言服

務等六個工作群。除協助各計畫解決相關技術問題，並提出各種建議，作為計畫

辦公室制定標準及共同規範的參考。此外，計畫亦經由後設資料建置、語言時空

座標開發應用及聯合目錄的建置等服

同參照及互相融合的基礎外，還包括原住民、近代史料、動物、植物、礦物、

考古、金石拓片、銅玉陶瓷等器物珍藏、古舊照片、書法、繪畫、善本古籍、檔

案及期刊報紙等數位典藏。 

計畫所有產出未來都將匯集至「臺灣數位典藏資料庫」，並分為典藏級、電

子商務級、公共資訊級三個等級的數位化產品。典藏級檔案，為精密的數位化產

品，目前暫不開放；電子商務級，可提供業者進行各種商業產業加值；公共資訊

級的典藏，將免費開放國人使用。 

 

 

圖 3-1 數位典藏的應用前景 

內容發展分項計畫負責國家型計畫數位典藏內容資料之調查、建置及發展相

關事宜

畫致力於調查各參與機構之

。為達到各典藏計畫間的橫向聯繫，及數位化內容順序的協調，本分項計

數位典藏情形和數位化工作流程、建置網站，並協助

各 開放性計畫、

規劃並執行「國家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建置計畫」等事宜，此為本計劃的緣起。 
主題小組進行數位化工作交流及經驗分享、協助國科會公開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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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內容發展分項計畫架構圖  

援各計畫之技術需

求 工

通與特殊的資訊技術工具與應用需求、建置典藏與公共資訊系統、提供典藏資料

之

二、

家各 。透過數位典藏，不僅讓文物得以保存，更

能

(一

，內容涵蓋魚類、貝類、植物、

近代 、語料、近代經濟外交文獻、中原考

古文物 、拍攝之文

物及標本 路及資

料 (1)臺灣原

住民 數位

化典藏計畫； 近代中國歷史地

與遙測影像資訊典藏計畫；(6)臺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魚類與貝類；(7)臺灣

技術研發分項計畫負責國家型計畫數位化技術研發，及支

。 作內容包括：建立標準化資訊規範與程序、提供各數位化內涵製作單位共

儲存與備份服務，以及協助各參與計畫的資訊人力技術養成等。  

機構計畫與內容簡介 

機構計畫是國家型計畫數位內容的擁有者與提供者，這些參與機構典藏有國

類重要文物及檔案，且各有特色

應用推廣使精緻文化普及化並加值應用於各項產業上。  

)中央研究院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 

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均典藏豐富的研究資源

史地圖與航空照片、臺灣原住民風俗歷

、金石拓片、古文書及善本圖籍等，其中不乏研究員親自採集

。藉由數位化典藏及相關數位典藏技術研發，可以將資源透過網

庫，提供給大眾查詢使用。本機

位典藏計畫；(2)語言典藏計畫；(3)近史所檔案館外交經濟重要檔案

構計畫共分以下八項主題，計為：

數

(4)歷史語言研究所珍藏文物數位化典藏計畫；(5)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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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土植物數位

(二)國

維管束植物、維管束植物）、地質學（礦物、脊椎動物化石、無脊椎動物化石、

岩石、植物化石、地質鑽探岩心）、人類學（台灣中部考古學蒐藏、台灣原著民

、器物及多媒體記錄。本機構計畫包含五個子計畫，分

別為：(1)動物學數位典藏計畫；(3)植物學數位典藏計畫：(4)人類學數位典藏計

畫；

(

書、檔案及文獻等各類資料，不乏歷代中國皇室所收藏的瑰寶，橫

跨年代自石器時代至民國。本機構計畫，旨在建立國寶級文物與珍貴古物之數位

典藏資料庫。於參與本國家型計畫執行期間，預定完成一萬件器物、書畫，以及

20 萬件以上清代檔案等之專業攝影及數位化建檔，並完成文物資料庫建置。本

機構計畫下含八個子計畫，包括：(1)計畫整合子計畫；(2)故宮器物數位典藏子

計畫；(3)故宮書畫數位典藏子計畫；(4)故宮清代檔案數位典藏子計畫；(5)故宮

善本古籍數位典藏子計畫；(6)故宮文物圖檔建置及管理子計畫；(7)故宮文物數

位典藏電腦應用系統建置子計畫；(8)故宮文物數位典藏電腦網路系統建置子計

畫。

(四) 立臺灣大學典藏數位化計畫 

立臺灣大學學科眾多，自日據時代臺北帝大時期以來，配合教學的蒐集未

曾間斷，因此擁有系統性的豐富典藏。這些跨越久遠年代的臺灣本土歷史、人文、

自然之收藏品，包括珍貴物件及標本，有大部分為學者田野調查所得，具學術性，

具特色的教學及研究資源。本機構計畫下有七個單位參與數位典藏，包括：(1)
館：臺灣文獻文物典藏數位化計畫；(2)植物學系：臺灣大學植物標本館典

數位化計畫；(3)昆蟲學系：臺灣大學昆蟲標本館典藏數位化計畫；(4)地質學

：臺灣大學地質科學典藏數位化計畫；(5)人類學系：臺灣大學人類學系典藏

數位化計畫；(6)動物學系：臺灣大學動物博物館典藏數位化計畫；(7)計資

心：臺灣大學數位典藏資訊技術研發計畫。 

(五)國立歷史博物館國家歷史文物數位典藏計畫 

國立歷史博物館計畫目標為建立完整的數位化歷史文物多媒體資料庫，使本

典藏計畫；(8)數位典藏技術發展與支援計畫。 

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典藏資源涵蓋動物學(昆蟲、其他無脊椎、兩棲、爬蟲、

鳥、獸)、藻類學（矽藻）、菌類學（地衣、真菌以外之菌類、真菌），植物學（非

民族誌標本）等各類標本

(4)地質學數位典藏計畫；(5)數位典藏資訊技術整合計畫。 

三)國立故宮博物院文物數位典藏系統計畫 

國立故宮博物院蒐藏的中華文物，包括銅器、陶瓷、玉器、珍玩、繪畫、書

法、緙繡、圖

 

國

國

為

圖書

藏

系

文物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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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典藏及研究資料，包括器物、書畫、標本、文獻等各類文物，得以數位化型態

存。除針對博物館過去累積 40 餘年之珍貴資料全面數位化外，亦著重將進行

類資訊、知識收錄多媒體資料庫管理使用。至於外部機構，則由外部網路

念導入，建置網路查閱博物館數位典藏資料庫的環境及機制，讓使用者得以簡

使用博物館資源、了解歷 文化。本機構計畫依建立資料庫之工作內涵，分為

計畫，包括：(1)建置歷史文物詮釋資料及索引典計畫；(2)建置智慧型歷史文

多媒體資料庫計畫；(3)建置歷史文物資料處理數位化制度計畫。 

六)國史館典藏國家檔案與總統文物數位化中程計畫 

國史館以纂修國史及典藏國家檔案與總統文物為職掌，是典藏國家文獻史料

重要機構。透過參與本國家型計畫，將現藏國家檔案與總統文物進行數位化，

培養國史館數位典藏資訊技術系統整合及文化加值人才，並建立符合國際通用標

，透過網際網路傳輸工具查詢應用，除可確保檔案

其查詢應用功能。  

階段出版民國重要史事專題之電子書籍、影像光

碟、影音播放系統、照片圖冊及主題網頁等系列產品，便利中小學教師教學之需

求及 畫典

藏品包括

檔案；(4 案。 

(七)國 復初期史料數位化計畫 

灣文獻館執行，該館典藏大量與臺灣相關文獻資料，

尤以日 構計畫針對此批 位化，並整合

省文獻會所典藏之日據時期檔案與光復初期行政長官公署時期檔案，將之數位

期，完成包括檔案文書原始手稿的分類編目、影像掃描、索引

建檔、檢索系統的開發與建置等任務，使珍貴史料透過數位化保存，達到永久傳

承，提供廣泛

構成 位化子計

畫；

(八)國家 畫 

珍藏大量古籍文獻及期刊報紙。本機構計畫最主要目標，為圖書

文獻典藏的保存及利用。數位化可永久保存豐富之館藏，學術界及相關文化產業

也可 位之傳

遞交

漢學研究 藏性質分四個子計畫：

保

中之各

觀

易

三

史

的

物

(

準規格及館藏特性的作業系統

文物原件安全，也發揮

在文化加值應用上，將分

各界人士查詢應用，以符合電子化政府為民服務之施政目標。本機構計

四種全宗檔案：(1)國民政府檔案；(2)蔣中正總統文物；(3)資源委員會

)臺灣省政府地政處檔

館臺灣文獻館典藏日據時期與光史

本機構計畫由國史館臺

據時期及光復初期資料為大宗。本機 史料數

化。預計以五年為

、重複的使用。本機構計畫依數位化文件性質區分，由三項子計畫

：(1)臺灣總督府檔案數位化子計畫；(2)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數

(3)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檔案數位化子計畫。 

圖書館國家典藏數位化計

國家圖書館

以利用此等資料與素材提高研究與生產品質，同時加強國內外收藏單

流，共同建構具專業品質、一致規格的古籍文獻、地方文獻相關資料庫，為

、傳統文化發揚賦予嶄新意義。本機構計畫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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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
畫；(3)國
系統軟硬體設備計畫。 

公開徵選計畫

能參與數位典藏工作，本國家型計畫每年透

過國家科學委員會公開徵選計畫，目前徵選的計畫包括內容發展、技術研發及應

有 27 個主題計畫參與，數位典藏內容開發計畫六個，

數位典藏委外技術研發計畫五個，數位典藏應用開放性計畫 16 個。分別如下： 

報」內容數位化開發計畫－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2. 古琴減字譜數位化資料庫建立與多媒體展現－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3. 
4. 馬偕

5. 
6. 臺灣視覺記憶數位典藏（整合型）－中央研究院、臺北藝術大學傳統藝術

B. 數位典藏委外技術研發計畫 

1. 數位典藏資訊之版權保護與驗證技術之研究-交通大學資訊科學學系 
權與隱私權機制研究與實作開發-朝陽大學資訊管理

3. 數位博物

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4. -  
5. 以本體知 庫為基礎的數位典藏系統之開發與應用-大同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C. 數位典藏應用開放性計畫

1. 臺灣族譜資訊網之建置與應用-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2. 以 XML 注語言建立文章標誌系統研究-以蘇軾詩詞為範圍-元智  

大學中

3. 大埔里 位博物館-暨南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 
4. -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5. 鶯歌陶瓷博物館數位典藏內容開發計畫-中原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6. 社會

7. 臺灣 技  

家圖書館古籍文獻典藏數位化計畫；(2)臺灣地區地方文獻典藏數位化計

家圖書館期刊報紙典藏數位化計畫；(4)建置國家圖書館數位典藏資訊

(九)  

為了讓對數位典藏有興趣者，也

用加值三類，民國 91 年度共

A. 數位典藏內容開發計畫 

1. 「世界日

古籍圖像文獻類編－東吳大學中文系 
與牛津學堂－真理大學宗教系 

電視新聞多媒體資料館－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傳播研究所 

研究中心 

2. 數位典藏資料智慧財產

系 
館展示管理與線上課程整合之資訊組織架構及系統開發研究-暨南

數位博物館無線式導覽系統的設計與製作 臺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識

 

可延伸式標

國文學系 
的人文與自然數

臺灣城市建築 3D 數位博物館

學習領域數位博物館-迎曦網-建置計畫-屏東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 
科技文物與工業技術數位典藏之建置與推廣-知識傳承的要角：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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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
8. 故宮文物

9. 物理治療數位博物館 學物理治療學系 
10. 配合九年 教學活動之建立-臺灣

大學昆蟲

11. 臺灣

12. 臺灣社會 館-臺北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 
13. 臺灣 憶

14. 「掌中乾

15. 臺灣佛教

16. 織品服飾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 

 

聯合目錄 本國家型計畫數位典藏成果

用者而言，

整合瀏覽各單位

單位可以依其權限與著作權決定其在全球資訊網上公共目錄提供的資訊程

一、 系統功

本計畫採 容易

設計程式的協 OAI 未考慮

到的問題，如與各單位之資料庫應如何連結、如何透過後設資料擷取數位物件、

都是 OAI 未訂定，也是無法訂定的部份，但

 

 

學工藝博物館 
之美系列─數位博物館展示-國立故宮博物院 

典藏計畫-健康生活主題計畫-臺灣大

一貫教育昆蟲數位博物館內容普及化及線上

學系 
古蹟巡禮-中國技術學院建築學系 

人文影音數位博物

視覺記 數位博物館-臺北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中心 
坤-布袋戲」數位博物館-交通大學圖書館 
數位博物館：蓬萊淨土遊-臺灣大學哲學系 
數位博物館─鍾毓西南

第二節、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規劃 

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使用者檢索 。對使

聯合目錄查詢系統主要功能包括：以主題、時代、地區與典藏單位等

數位化資料，另可利用簡單檢索及進階檢索查詢資料。而各參與

度。 

能規劃 

用 OAI 技術建構國家數位典藏聯合目錄，OAI 是一個簡單、

定，但是在實際的聯合目錄系統設計上，尚有一些是

資料服務端之介面應如何設計等，

在實際環境中，則是一定要處理的問題。國家數位典藏聯合目錄整體系統架構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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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體系統架構 

 

聯合目錄的主要功能包括： 

1、Service Provider  

(1) Metadata 擷取及維護功能 

定期向各 er 抓取 以更新聯

metadata，抓取條件包括：date、identifier、metadata 類型等。更新頻率

可以參數設定。 
b. 具備讓 data provider 登錄功能(register)，並以親

及上載 metadata、DTD 及 。 
c. Service provider 為 Web services 之服務系統，提供使用者查尋、瀏覽功

能。 
d. Service provider 可儲存維護各典藏單位較詳細之 metadata，並具有

metadata cross mapping 之功能。 

 

3-3 整

a. data provid metadata 資料， 合目錄中之

和之介面維護基本資料，

schema

OAI Service  

 

Provider

知識工作者 

Internet 

Internet 

Handle 

System 

OpenURL

DO

典藏單位 
AI data provideO r 

版本更新 

自動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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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瀏覽    

a. 定將 metadata 中，典藏單位、作品類型、創作者、主題、時代、地

點 典藏單位等欄位資料另外擷取出來，做為瀏覽點選功能之主題目錄。 
b. 目 編製功能應模組化，並可分辨已處理及未

c. 可 單位之影像圖檔， thumbnail 存檔， 引，讓使用者

類型、創作者、主題、時代、地點等檢

示呈現，再連到各典藏機構。 

(3) 查詢功能 

a. 系統能提供欄位檢索、模糊檢索及不限欄位的

b. 系統具布林邏輯查詢、切 (truncate)、完 ，並以年代、

資料類型、地點、檔案格式、館藏單位等條件縮小查詢範圍，限制條件

儘量以點選方式處理，不 用者鍵入資料。 
c. 合檢索之共通介面外，使用者可選擇只要查尋某幾個單位之資料。

查尋後之資料 欄位呈現，並可設定是否要連結 豐富的原始

。

(4) 全文、多媒體連結管理功能 

系統應提供正確的全文或多 結、呈現或播 括：透過

handle sy RL 之連結。

(5) 權限及系統管理功能  

Service provider 具權限設定功 可依據 service 
維護者、一般使用者，及 data provider 登錄編輯等，設

(6) 擴展功能 

此 Se 可擔任 色，提供 式

錄，與國內外其他機構進 互通。 
b. 具有 CCCII、big-5、UTF 換功能，可將各

UTF-8。 
c. 首頁除了查詢與瀏覽外，尚可整合查詢 Intern

2. Data Provider 

(1) 支援 ta 擷取功能 

a. ervice Providers 可以根據 set、identifier、 p、metadata prefiix
令個別及批次取得資料，且可設定自動擷取的時間與條

功能

可設

、

錄 處理的資料。 
作成圖示索將各 以

以作品 索後，將點選結果以小圖

全文檢索功能。 
截查詢 整查詢之功能

需使

除整

以共通之

metadata  
更

媒體連 放。連結機制包

stem 轉為 U  

能， provider 系統管理者、目錄

定權限。 

a. rvice provider 也 data provider 角 Dublin Core 格

記 行

-8 轉 單位送來之資料轉為

et 上的網站，具入口網站

功能。 

metada

提供 S datestam
或是其他查詢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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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也可以手動擷取。 
b. Identify 資料：建立 行政管理、系統標示等

 

根據 OAI 協定規範，至少必須包含以下資訊： 

sitoryName 
 baseURL 

ocolVersion 
 adminEmail 

c. Metadata 資料格式需求 

OAI Data Provider 提供各 tadata，Metadata type 可為

各單位本身使用的詳細格 格式資料： 

甲、 Metadata 結構包

 Header：標記有 主要可分為二部分： 
1 uniq  stamp 

 Metadata：資料 際的 Metadata 內容 
 about：非必要部分，其他相關說明，如版權宣告。 

乙、 DateStamp：有關資料增修之日期，提供 Service Provider 程式

判斷處理。 
丙、 rovider 之資料種 的

Metadata，並且根據不同 Metadata 設計各種 XML schema。但是最

起碼必須提供Dubl 格式Metadata I-defined 
XML schema 格式） 
oai_dc 規格內容規定如下：

http://www.openarchives.org/OAI/openarc
re 

丁、 根據不同 Metadata 所設計的各種 X 需符合 XML 
schema defined for the response (必須通過 XSV 驗證 XML schema 

 
戊、 OAI Data Provider Metadata格式必須是 valid XML格式 

（valid XML 指的是 的標籤用法符合某一套 schema 或 DTD
所規定的規則）。 

dentifier：每一筆 metadata record 都必

須有唯一的 unique identif r，identifier 的格式需為 URI，並且在

tive repository 。採用 O I identifier scheme，確保

 namespace 具有唯一性。OAI identifiers 格正式規定在

://www.openarchives.org/OAI/oai-identifier.xsd。 

建立 儲存器相關資訊，包括

資訊。

 repo

 prot

種文件與資料之 Me
式，但也需提供 Dublin Core

含三部份： 
關此筆資料的資訊，

ue identifier；  date
錄實

 OAI Data P 必須根據所典藏 類，提供不同

in Core 並符合 oai_dc OA

hivesprotocol.htm#dublinco

ML schema

validator)。
提供之

裡面

己、 提供具有唯一性之 OAI i
ie

respec 中是唯一的 A
在 OAI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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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文及 結功能 

(1) data provider 需能支援 service provider 端之 Handle System 送 連結請求。 
(2) data provider 端應可管理在 handle system 上之數位物件的儲存位置，一旦位

置改變時可以更新 Metadata 資料中的連結。 

4. 字碼轉換功能 

(1) 以 UTF-8 將 metadata 送給 service provider。 
(2) 並具有 CCCII，big-5，UTF-8 轉換功能。 

 

二、 分類瀏覽設計 

瀏覽分類架構考慮下列六類：12 個內容主題及細 藏單位和

50 餘個典藏計畫系統、時間、地理、數位化物件類型、 位化前資料類型。詳

細參見附錄二十四。 

(一) 依內容分項主題瀏覽 

 

內容分項

主題 
次 1 層主題分類 次 2 層主題分類 次 3 類 

多媒體連

來之

項分類、8 個典

數

層主題分

動物 物種名

門、綱、目、科、屬、種、亞

種 

標本、基 、

分布資料 
 錄： 本資料、文獻

植物 物種名錄： 

門、綱、目、科、屬、種 

  

自然元素 金剛石、石墨、自然銅等 

硫化物及硫鹽 黃鐵礦、閃鋅礦、硫砷銅礦、黝銅

礦等 
鹵化物 氯銅礦、螢石、石鹽、氟鹽等 
碳酸鹽 水鈉鈣鈾礦、霰石、纖菱鎂礦等 
硼酸鹽 硼砂、硬硼鈣石、硼砂石等 
氧化物 銳鈦礦、鋁土、錫石、鉻鐵礦等 
硫酸鹽及硝酸鹽 明礬石、鉛礬、硝石、鈉硝石等 
鉬酸鹽、鎢酸鹽、磷酸

鹽、釩酸鹽、砷酸鹽及

鉻酸鹽 

鉬鉛礦、白鎢礦、水砷鋅礦、釩鉛

礦、鈷華、鉻鉛礦等 

礦物 

矽酸鹽 陽起石、瑪瑙、電氣石等 

地質 

脊椎動物化石 兩生綱、鳥綱、爬行綱、哺乳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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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 

  

  

  

無脊椎動物化石 
、腔腸動物門、腕足動

物門等 

 

 

 

軟體動物門

內容分項

主題 
次 1 層主題分類 次 2 層主題分類 題分類 次 3 層主

植物化石 、裸子植蕨類植物門、被子植物門

物門等 

微體化石 有孔蟲、放射蟲、介形蟲、苔蘚蟲

等 

 

其他 琥珀、紅藻球、藻類及菌層沉積等

沉積岩 砂岩、頁岩等 礫岩、砂岩、粉

火成岩 花崗岩、玄武岩、安山岩等 
岩石 

  

  
變質岩 板岩、千枚岩、片岩等 

 

其他   
隕石、地質鑽探岩心、沉積構造、

生痕化石等 
南島語 語言：泰雅、賽夏、巴澤、布農、

雅美、鄒、卡那卡那富、沙

阿魯阿、魯凱、排灣、卑南、

阿美、賽德克、噶瑪蘭 

 
漢語 臺灣地區漢語、大陸地區漢語 

語言 

閩南語 

 客語

 

人類學 

文物   

總理事務衙門 依系列號 1~40 細分 
外務部 依系列號 1~34 細分 

近史所外交檔案  

外交部 依系列號 1~46 細分 
明朝 依系列號 1~16 細分 內閣大庫 
清朝 依 1~13 細分 系列號

行政 依系列號 01001~01013 細分 

政治 02001~02046 細分 依系列號

外交 依系列號 03001~03038 細分 

內政 依系列號   04001~04051 細分

軍事 系列號 05001~05067 細分 依

財政 依系列號 06001~07022 細分 

檔案 

 

國民政府檔案 

交通 依系列號 08001~08017 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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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依系列號 09001~09030 細分   
文化 依系列號 10001~10009 細分 

內容分項

主題 
次 1 層主題分類 次 3 層主題分類 次 2 層主題分類 

司法 依系列號 11001~11018 細分 

人事 依系列號 12001~12008 細分 
大眾傳播 依系列號 13001~13008 細分 

  

列號 14001~14006 細分 醫藥衛生 依系

牙骨角蚌器   
木竹漆器 木竹、漆器  
金屬器  銅器、鐵器、金銀器、

琺瑯器 
玉石器    
陶瓷器   
玻璃器   
織品   

器物 

他 其 文獻、通貨、雜項  

書法 
墨拓、法書

 

書法、緙絲、刺繡、法

帖、搨碑、

類、篆刻類 

書畫 

繪畫

畫類、版畫、攝影類

 

 繪畫、緙絲、刺繡、墨

拓（畫像磚）、國畫、西

 
地圖與遙

測影像 
地理資料 自然環境生態、社會經

濟、土地、交通路網、

公共設施管線 

 

金石拓片 青銅拓片 鐘、鐃、鐸、鈴、錞、

句金翟、鼓座、鬲、甗、

匕、鼎、白殳、須皿、

簠、敦、金和、豆、卣、

尊、觶、觚、爵、角、

斝、觥、盉、壺、罍、

方彝、勺、桮、瓿、缶

霝、瓶、缶、罐、盤、

匜、鑑、盂、戈、戟、

矛、鏃、劍、斧、鉞、

鏚、鈹、錛、鐓、刀、

雜兵、符節、權、量、

鈁、斤、泉范、布、詔

版 

 

內容分項 次 2 層主題分類 次 3 層主題分類 
主題 

次 1 層主題分類 

  車馬器 馬銜、馬鐙、銅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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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器 、洗、鏤、鐎、鐎斗、

熨斗、銚、釜、鍪、鑊、扁、區、

奩、盧、鑪、杯、幘、鑰、調、構

挺、牌、

鋗、槃、盆

銅、杖首、印、博局、銀

锄、灶、鏡 

 

類別不明器  
山東 
河南 
江蘇 
四川 
甘肅 

漢代

陜西

石刻畫象拓本 

 

 

 

造像碑  佛教石刻造像拓本 

寺塔碑  

台灣古拓碑   

 

南台灣佛寺碑   
中原考古 遺址  
臺灣考古 遺址  

考古 

漢代簡牘 居延漢簡 A1 宗間阿瑪 

7 破城子    

子   

瓦因托尼   

 

 

A18    

 

   

A25 拉   

A28 察汗多可 

A2 察汗松治    

A3 蔥都兒     

A6 破城子   

A

A8 破城

A10

A14 地灣

A16 馬民烏蘇

摩洛松治

A21 布肯托尼

A22 布肯托尼

庫庫屋

A27 查科爾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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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分項 次

主題 
1 層主題分類  次 3 層主題分類 次 2 層主題分類

 A29 白敦子 

A32 金關  

A33 地灣 

A35 大灣  

A36 阿德克察汗 

A 子 

A41 北大河 

A42 北大河   

P1 蔥都兒  

P8 察勉庫篤克 

P9 博羅松治 

P11 布肯托尼 

P12(沒有漢字) 

37 舊屯

敦煌小方盤城漢簡  
武威剌麻灣漢簡

  

  
羅布淖爾漢簡  

骨   
其他   

經 易類、書類、詩類、禮類、樂類、

經類、四書類、總義類、

類 
春秋類、孝

小學類、彙編

史 紀傳類、編年類、紀事本末類、雜

記類、史表類、史鈔類、

、時令類、地理類、輿圖

金石類、

史類、傳

外國史類

類、詔誥奏議類、書目類、

類 史評類、彙編

子 儒

曆

家類、兵家類、法家類、醫家類、

算類、術數類、藝術類、雜家類、

類書類、小說家類、釋家類、道家

類、其他宗教類、概論類 類、彙編

集 楚辭類、別集類、函牘類、雜詩文

類、詩文評類、詞曲類、概論類、

彙編類 

善本古籍 分類 

彙編類、方域類、氏族類、自著類叢書 

67



內容分項

主題 
類 次 2 層主題分類 次 3 層主題分類 次 1 層主題分

類型  善本、古籍  

版本 刊本、覆刊本、影刊手

稿本修補本、增刊本、鈔

補本(配補抄本)、配補

本、某人寫刊本、集貲刊

本、某某叢書本(某某合

刻本)、某某印本、某色

印本、套印本、公牘

、

 

紙印

本、活字本、稿本、鈔本

卷子本、影鈔本、拓本、

印本、鈐印本 
新聞

化

藝術、人情趣味、大陸

新聞及其他 

  政治、經濟、社會、犯

罪、災禍、科技、文

教育、體育、軍事、交

通、醫藥、影劇娛樂、

社論、短評、專欄、專

論、讀者投書及其他 
 

新聞 

討論 

 
廣告 

分類廣告、商業廣告、

機關公告、啟事廣告、

公益廣告、工商服務廣

告及其他 

 

 副刊 小說、詩、散文、雜文、

雜誌、書評、及其他 
 

   其他 專刊、畫刊、畫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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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機構再加典藏計畫瀏覽 

 

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機構計畫 

台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台灣魚類相之數位典藏 動物所（AS-ZOOL） 
台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台灣貝類相之數位典藏 

植物所（AS-BOTANY） 台灣本土植物數位化典藏 

史語所民族學調查標本、照片與檔案 民 -IOE） 族所（AS

臺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 

史語所內閣大庫檔案 

史語所拓片與古文書數位典藏計畫 

史語所傅斯年圖書館善本圖書 

史語所民族學調查標本、照片與檔案 

史語所（AS-IHP） 

史語所考古發掘遺物、照片、記錄與檔案 

近史所（AS-IMH） 近代史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藏計畫 

中央研究院 

計算機中心（AS-ASCC） 近代中國歷史地圖與遙測影像典藏計畫 

臺灣文獻文物典藏數位化計畫 
台灣大學植物標本館典藏數位化計畫 
台灣大學昆蟲標本館典藏數位化計畫 
臺灣大學地質科學典藏數位化計畫 
臺灣大學人類學系典藏文物數位化計畫 
台灣大學動物博物館典藏數位化計畫 

台灣大學（NTU） 

台灣大學數位典藏技術研發計畫 
故宮器物數位典藏子計畫 
故宮書畫數位典藏子計畫 
故宮 位典藏子計畫 清代檔案數

故宮博物院（NPM） 

故宮善本古籍數位典藏子計畫 
無脊椎動物標本典藏數位化 

脊椎動物標本典藏數位化 
臺灣維管束植物相典藏數位計畫 
臺灣非維管束植物暨地衣子計畫 
臺灣 子計畫 菌類

地質學典藏數位計畫 
臺灣原住民民族誌標本典藏數位化計畫 

自然科學博物館（

臺灣

NMNS） 

中部考古學蒐藏之數位化 
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國家 文獻典藏數位化計畫 圖書館古籍

國家圖書館期刊報紙典藏數位化計畫 

國家圖書館（NCL

臺灣地區地方文獻典藏數

） 

位化計畫 
國史館（DMH） 國史 國家檔案與總統文物數位化中程計畫 館典藏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TH） 典藏日據與光復初期史料數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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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物數位典藏 歷史文歷 博物館（NMH
花蓮 口遺址考古標本數位化計畫 

） 
港

史

公開甄選計畫 
台北藝術大學（TNUA） 視覺記憶數位典藏計畫 
東吳大學（SCU） 古籍 圖像文獻類編 
交通大學（NCTU） 電視 新聞多媒體資料館 
真理  馬偕與牛津學堂大學（AU）  
世新大學（SHU） 世界日報內容 位化開發計畫  數

中正大學（CCU） 南台灣佛寺所藏檔案文獻數位典藏計畫  
台灣科技大學（NT 大型歷UST） 史建築文物數位保存 

 

三 時

 

間 次分類 

( ) 依 間瀏覽 

時

史前時代  
舊石器 石器時代 
新石器 

夏  
商  
西周  
東周（春秋戰國）  
秦  
西漢  
新  （王莽） 

東漢 東漢及三國 
三國 

晉  
南北朝 南北朝及隋 
隋 

唐  
五代十國  
宋  
元  
明  

清太祖迄世祖（順治）（1616 - 1661） 
清聖祖（康熙） 1662 - 1722） （

清世宗（雍正） 1723 – 1735） （

清高宗（乾隆）（1736 - 1795） 
清仁宗（嘉慶）（1796 – 1820） 
清宣宗（道光）（1820 - 1850） 
清文宗（咸豐）、清穆宗（同治）（1850 - 1874） 
清德宗（光緒） 08） （1875 – 19

清 

清宣統帝（190  9 - 1911）
民國時期 西元 1912 年 –

28 年 - 正元年 - 15 年、昭和元年 – 20 年）

 1949 年 

（明治  45 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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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次分類 間 
西元 1950 年 – 1960 年 
西元 1961 年 – 1970 年 
西元 1971 年 – 1980 年 
西元 1981 年 – 年 1990
西元 1991 年 – 2000 年 

 

西元 2001 年 -  

 

) 依地理

 

地理 次分類 1 次分類 2 

(四 瀏覽 

北部 台北（縣）市、桃竹台灣 苗地區 
中部 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 台灣 
南部台灣 嘉義縣、雲林縣、台南（縣）市  
高屏 高雄（縣）市、屏東地區 （縣） 
蘭陽及東部台灣 宜蘭縣、花蓮縣、台東縣 
澎湖及台灣附島 澎湖、小琉球島嶼、 岩、龜山島、花瓶嶼、棉花嶼、彭佳

嶼、蘭嶼（紅頭嶼）、 、其他 
七星

綠島（火燒島）

臺澎金馬 

金門、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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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 次分類 1 次分類 2 

華北 北（冀）、山東（魯）、河南（豫）、山西（晉）、陝西（秦）、

 
地區 河

甘肅（隴）

華中地區 江蘇（蘇）、安徽（皖）、浙江（浙）、江西（贛）、湖北（鄂）、

湖南（湘）、四川（蜀） 
華南地區 福建（閩）、廣東（粵）、廣西（桂）、雲南（雲）、貴州（貴）、

海南（瓊）、香港（港）、澳門（澳） 
東北地區 遼寧（遼）、吉林（吉）、黑龍江（黑） 
塞北地區 外蒙自治區、內蒙自治區 

中國 

區 新疆（新）、青海（青）、西藏（藏） 西域、新疆地

亞洲 日本、韓國、東亞諸島、俄羅斯及中亞、中東、南亞及印度、

東南亞、南洋群島 
歐洲 英國、法國、德國、中歐、南歐、北歐、近東、巴爾幹半島

美洲 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及中美洲、南美洲 

非洲 埃及、中非、東非、西非、西北非、南非 

其他 

極地 

澳洲 

大洋洲 

澳洲及紐西蘭、南大西洋諸島、太平洋諸島、兩極、南極洲

 

 

數位 說明 

(五) 依數位物件類型瀏覽 

物件類型 次分類 備註、

RTF 文件格式 Rich text 

HTML 文件格式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XML 文件格式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PDF 文件格式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微軟文件格式 Microsoft Office: .doc, .ppt, .exl 
PostScript .ps 

文件 e

 

T xt 

text .txt 
TIFF 檔案格式 .tif 

BMP 檔案格式 .bmp，點陣圖檔格式，24bits，全彩 
GIF 檔案格式 .gif，Graphics Interchange Format，256 色 
JPEG 檔案格式 .jpg, .jpeg 

 影

 

work Graphics 

像 Image 

PNG 檔案格式 .png，Portable Net

數位 備註、說明 物件類型 次分類 

 PDF 檔案格式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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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影像檔 .swf 
CD、DVD 等  

 

其他類型影像  

MIDI 格式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 
(MIDI) .mid, .rmi, .midi 

MPEG 格式 s Group, *.mMoving Pictures Expert pg 
Real player 格式 .ra 
Windows 格式 .avi, .wma 

聲音 Audio 

其他類型聲音  
MPEG 視訊檔 .mpeg, .mpg, .mlv, .mp2, .mp3, .mpa, .mpe, .mpv2, .m3u

Quick Time 視訊檔 .mov  

Real Player 視訊檔 .rm 

Windows media 視訊檔 .avi, .asf, .asx, .wax, .wma, .wmv, .wvx, .wmp, .wmx 
Flash  視訊檔 .swf 

 視

其他類型聲音  

訊 Video 

 其他   

 

 

作品類型 次分類 備註、說明 

(六) 依數位化前資料類型瀏覽 

圖書 Book 
手稿 Manuscript 

文件 Text 

學位論文 Thesis  

技術報告 Technical Report 
檔案、公文、契約書、帳冊  
報紙  
政府出版品   

電子書  
書目  
期刊、雜誌  
珍善本書  

其他類型文件  

作品類型 次分類 備註、說明 

照片 Photograph 

繪畫 Painting 
書法 Calligraphy 

影像 Im

  

、圖表、統計圖 Graphic 

age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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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地圖集  Map, Atlas   

  

  

影像   
  其他類型

講述、演說 Narration, Speech 
樂譜 Piano score, Voice score, Chirus 
歌曲 Song 
錄音帶 Audio Tape 

 

聲音 dio

  

  

其他類型聲音   

Au  

  

動畫、卡通 Animation 
電影   
微縮片 Microform cartridge 
幻燈片 Filmstrip 
影片   
LD 雷射光碟   
DAT 數位磁帶 Digital access tape 

視訊 deo

 

 

  

  

  

  

  

其他類型視訊   

Vi  

 

 

雕塑   
織繡、服裝、地毯、掛飾   

器物 
如木器、石器、金屬器、象牙、玉器、股

角、臘器、陶器、漆器、玻璃、琉璃、琺

瑯、珠寶等 
裝框、裱褙 Frame 
拓片  
儀式、祭祀用品 如神桌、祈禱用毯、木魚、佛桌、法櫃等

臉譜、木偶、皮影、人形   
標本   
化石   
礦物、地質   
建築 Building 

立體資料 

  

  

  

  

  

  

  

模型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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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立體資料   

  

 

三、

聯合目錄共收錄 12 個主題小組數位典藏資訊，包括：動物、植物、地質、

人類學、檔案、地圖與遙測影像、金石拓片、善本古籍、考古、器物、書畫與新

聞等。涵蓋 8 個典藏機構，包括中央研究院、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國立故宮博

物院、國立臺灣大學、國立歷史博物館、國史館、國史館臺灣文獻館、國家圖書

館、以及 50 個典藏計畫。 

(二)目錄簡要紀錄 

包括下列資料項： 

名稱。 
2. 著作者（Creator）：編輯資源內容的主要負責人。 

）：資源內容的標題。 

系統檢索設計 

(一)目錄內容 

目錄紀錄以 Dublin Core 與數位典藏計畫後設資料比對的共通欄位為主，加

上數位典藏計畫名稱，原則

1. 標題（Title）：給予資源的

3. 主題和關鍵字（Subject and keywords
4. 描述（Description）：資源內容的解釋。 
5. 出版者（Publisher）：負責發行作品的組織，使資源能廣泛使用者。 

7. 
8. 資源類型（Resource Type）：資源內容的性質或類型。 
9. 格式（Format）：關於資源的實際或是數位的形式。 

. 機構代 別（Re r）：在 脈

的指示出該資源。 
11. 
1 言（Language）：資源所使用的語言。

13. 關連（Relation）：說明相關的資源。 
1 源 或範

1 理權（Rights Management）：描述資源 資訊。 

6. 貢獻者（Contributor）：對資源內容形成貢獻者。 
日期（Date）：資源週期的事件日期。 

10 碼與資源識 source Identifie 給定的 絡中，可以明確

來源（Source）：敘述目前資源的

2. 語
參考來源。 

 

4. 範圍（Coverage）：資

5. 管
內容的廣度 圍。 

權利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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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數位典藏計畫名稱。 

議目錄 欄包括： 著作 eato
字（Subject and keywords），描述（Description），原始資源日期（Date, O

識別（ 權（

Mana  

 

小圖示

bnail 存檔，作成圖示索引，讓使用者可以瀏覽圖

典藏機構，檢視數 示 畫

聯合目錄是利 I 協定的技術原

由服務系統定期向各典藏單位之 統抓取典藏品的後設資料，建立集中式

OAI 所建立的 儲存

而是儲存在各典藏單位，使用者可根據所查詢的後設資料，連回原典藏系統並展

欄位檢索及不

模式包括，簡 詢欄

稱、作品類型、創作者、 間、地理，以 Dublin Core 15 個核心欄

上數位典藏計畫名稱。 

3. 系統具布林邏輯查詢、切截查詢(truncate 能，並以時間、

檔案格式、館 件縮

處 ，不需使用者

4. 呈現，加上數位典藏計畫名稱，並可設定是否要

始 metadata。 

擇呈現 方式 翻頁

關度、主題 創作者、時間 等。

字清單呈現或圖示清單呈現。 

(六)資料輸入格式 

建 必備的資料 標題（Title）， 者（Cr r），主題和

rigin
關鍵

al），
資料格式（Format），機構代碼與資源

gement）。
Identifier），管理 Rights 

(三)提供 影像 

將單位之影像檔以 thum
示，再連到各 位物件。小圖 的大小為 128×128 素。 

(四)系統功能 

國家數位典藏 用 OAI 協定技

資料庫系

術建構。OA 理是

的聯合目錄。以 聯合目錄，其數位物件不會 在服務系統端，

現之。 

(五)檢索功能 

1. 系統能提供 限欄位的全文檢索功能。 

2. 共通的查詢 單查詢及進階查

主題、時

詢，進階查 位包括：藏品名

位為主，加

)、片語查詢之功

藏品類型、地理、數位物件 藏單位等條 小查詢範圍，限

制條件盡量以點選方式 理 鍵入資料。 

查詢結果資料以共通欄位

連結更豐富的原

5. 系統可讓使用者選 資料的排序 ，並可前後 顯示。可選擇排

序方式，含相 、 、典藏單位 此外可選擇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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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格式功能，數 目錄

考第四

(七)提供輸出資料功能 

3. 
4. E-mail 資料功能。 

(八)系

1. 者與使用資料統計。 
統計

註釋

 

統提供資料輸入 XML DT
章第二節。 

D 位典藏共同 資料輸入格式參

1. 提供勾選資料功能。 
2. 提供儲存資料功能。 

提供列印資料功能。 
提供

統提供統計 

提供使用

2. 提供資料庫使用量與異動紀錄分析 。 

 

 

                                                

1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簡介」，

Hhttp://www.ndap.org.tw/Introduction/H  (檢索日期：93 年 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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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究 

1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自 92 年 7 月中旬起，協助進行數位典藏國家型

科技計畫聯合目錄系統建置，期間與下列單位合作進行數位典藏計畫後設資料共

清代檔案數位典藏子計畫、善本

藏計畫、拓片語古文書 藏計畫(漢代簡牘、全形拓、佛教石刻造像拓本)、

契約 語言典藏計畫(近代漢語詞彙庫、先秦金文簡牘詞彙資料庫、二十世

紀漢語語料庫與二十世紀句法結構語料庫、新世紀語料庫、臺灣南島語典藏、閩

南語

設資料工作組為了解主題計畫與系統開發單位，需求透過面對面

之晤談溝通，召開協調會議，電話訪談，問卷發放等方式，分析數位典藏計畫後

一、收集主題計畫後設資料 

時 7 月中至 7

目 目錄之建置 

成果：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調查、收集故宮與中央研究院三十個計畫之後

、系統開發單位等相關資訊，「計畫清單/進度表」如下。 

 

序 計畫名稱 需求規格書 系統 註 問卷

發出 

問卷

回收

四章、共通欄位與 DC XML DTD 格式研

第一節、數位典藏計畫後設資料共通欄位分析(註 ) 

通欄位分析，國立故宮博物院包括：器物數位典藏子計畫、書畫數位典藏子計畫、

古籍數位典藏子計畫。 

中央研究院包括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藏計畫、臺灣本土植物數位典

數位典

臺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影像、研究地圖、影音、表格、口述訪談、多媒體、

文書)、

典藏)、近代中國歷史地圖與遙測影像資訊典藏計畫、考古發掘遺物、照片、

紀錄與檔案數位典藏計畫檢索系統、史語所傅斯年圖書館藏善本古籍檢索系統、

史語所藏民族學調查標本、照片與檔案、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臺灣動物相典

藏之研究-臺灣魚類資料庫、臺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臺灣貝類資料庫。 

中央研究院

設資料共通欄位需求。  

間：92年 月底 

的：準備聯合

設資料(Metadata)

號  備

國立故宮博物院 ( 8 個計畫，4 個與內容有關) 

1. 數位典藏子計 Spec v1.0-v1.1 中研院計算中

心 

8/1 8/11

8/15

 故宮器物

畫 

1 

2. 故宮書畫數位典藏子計

畫 

Spec v1.0 中研院資訊科

學研究所 

8/4 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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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序號 計畫名稱 需求規格書 系統 備註 問卷

發出 

問卷

回收

3. 故宮清代檔案數位典藏  大鐸(廠商) 3 8/21 8/22

子計畫 

4. 故宮善本古籍數位典藏  大鐸(廠商) 4 8/24 8/26

子計畫 

中央研究院 (8 個計畫) 

序 計畫名 求規格書

Spec 

系統 備

註 

問卷

發出 

問卷

回收
號 稱 需

1. 位典臺灣原住民數 藏計畫 

1. 料工作

組支援 

計算中心 8/14 8/221 影像 後設資 5 

1.2 後設資料工作

組支援 

計算中心 6 8/14 8/22研究地圖 

1.3 影音 後設資料工作

組支援 

計算中心 8/14 8/227 

1. 後設資料工作

 

計算中心 8/14 8/224 表格 

組支援

8 

1. 設資料工作

組支援 

計算中心 8/14 8/225 音樂 後 9 

1. 後設資料工作

組支援 

計算中心  8/14 8/226 口述訪談 10

1.7 後設資料工作

組支援 

計算中心 11 8/14 8/22多媒體 

1.8 契約文書 後設資料工作

組支援 

計算中心 8/14 8/2212 

2.語言典藏計畫 

2.1 近代漢語詞彙庫  資訊科學研究 13 

所-陳克健老師

8/6 8/12

2.2 先秦金文簡牘詞彙資料庫  語言典藏 14 8/6 8/14

2.3 二十世紀漢語語料庫& 

句法結

 資訊科學研究

-陳

15 8/6 8/12

二十世紀 構語料庫
所 克健老師

2. 庫 資訊科學研究

所-王新民老師

6 8/6 8/144 新世紀語料  1

2. 藏 ec v0.1 計算中心 7 8/5 8/115 臺灣南島語典  Sp 1

2.  元智大學 18 8/6 8/126 閩南語典藏 

序 計畫名 書

Spec 

系統 註 問卷

發出 

問卷

回收
號 稱 需求規格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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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代中國歷史地

影像資訊典藏計畫 

計算中心 0 8/15 8/24 圖與遙測  2

5.珍藏歷史文物數位典藏計畫(史語所) 

5.1 考古發掘遺物、

錄與檔案數位典

索系統 

.1 資訊科學研究

所 

1 8/14 8/20照片、紀 Spec v0

藏計畫檢

2

5.2 拓片與古文書數

畫-漢代簡牘 

 資訊科學研究

所 

2 8/11 8/15位典藏計 Spec v0.2 2

5.3 拓片與古文書數

畫-全形拓 

.3 資訊科學研究

所 

3 8/6 8/15位典藏計 Spec v0 2

5.4 拓片與古文書數

造像 

.1 計算中心 4 8/8 8/18位典藏計 Spec v0

畫-佛教

2

5.5 中研院史語所傅斯年圖書

館藏善本古籍檢

Spec v0.6 資訊科學研究

所 

25 8/6 8/13

索系統 

5. 學6 史語所藏民族 調查標  

本、照片與檔案 

資訊科學研究

所 

6 8/6 8/11

8/13

2

5. 閣大7 史語所藏內 庫檔案 Spec v0.2 計算中心 7 8/4 8/212

6.臺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 

6.1 臺灣魚類資料庫 Spec v0.2 資訊科學研究

所 

28 8/4 

8/5 

8/13 

8/15

6.2 臺灣貝類資料庫 Spec v2.0 資訊科學研究

所 

29 8/4 

8/5 

8/13 

8/11

8/15

7. 臺灣本土植物數位典藏計 Spec v0.4 計算中心 30 8/6 8/18

畫-臺灣本土植物資料庫 
13 8/

8.數位典藏技術發展與支援 

二、問卷調查與欄

時間：92

目的：確認主題計畫匯出至聯合目錄之欄位 

成果：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製作調查問卷，提供主題計畫後設資料比對至

位確認 

年 8 月初至 8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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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lin Core( 合目錄之 15

中研院後設資料工作組為協助聯合目錄的建置，此問卷以 DC 作為聯合目錄

建置匯集各主題計畫後設資料的格式，將各計畫 Metadata 對應到 DC 15 個元素

(e 主題計 工作，確認此 目錄

上，並確認是否適合開放給一般大眾查詢瀏覽。此問卷表格共分成三部份： 

1.「表一：聯合目錄轉出欄位」：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置於聯合目錄

行確認工作。 

2. 欄位」 主題計畫其他比對至 DC 的欄位，但不 議轉出於聯合目

錄。 

3. re 欄 後設資料工作組 建議轉出欄位原

92 年 8 月中- 8 月底，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 Dublin 

Co ，透過 話實際訪談計畫助理，將此三十個計畫上傳

至聯合目錄欄位確定。所有故宮及中研院計畫共三十個計畫，系統開發完成，已

資料著錄其中者。其聯合目錄轉出欄位確認如下，依 12 主題表列如下。 

1.「故 合目

依據 數 料需求規格書 V1.0】 

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DC)，與匯出至聯 個 DC欄位建議。 

lement)，請 畫進行確認的 元素為願意轉出置於聯合

上的欄位，請主題計畫進

「表二：其他 ： 建

 「Dublin Co 位定義 ＆ 中央研究院

則」。 

工作組確認主題計畫依

re 匯出欄位 問卷調查與電

有

(一)器物主題 

宮器物」聯 錄轉出欄位 

來源【故宮器物 位典藏子系統-後設資

Dublin C

標題 Title 品名-品名(品名)  ˇ
著作者 Creator 創作者-姓名  ˇ
主題 Subject   
描述 Description 展  覽說明-說明文 ˇ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款識-作者  

時代-西-檢索時代-起  ˇ日期 Date 

 時代-西-檢索時代-迄 ˇ
類型 Type 類別  ˇ
格式 Format 尺寸-展示尺寸 ˇ 
識別 Identifier 文物統一編號  ˇ
來源 Source   
語言 Language   
關聯 Relation 著錄-書名 ˇ 
範圍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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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 Rights 版權 ˇ 

(二)書畫主題 

書畫」 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來 07 故 宮書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2.「故宮

源 2003/08/ 宮謝東志先生所提供的「故 畫處欄位分析」 

標題 Title 書畫品名(註 ˇ 
2) 

著作者 Creator 作者 ˇ 

主題 Subject 主題內容 ˇ 

描述 Description 卡片中文展覽 ˇ說明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日期 Date 創作時間 ˇ 

類型 Type 藏 ˇ品類型  

格式 Format 本幅尺寸（公分） ˇ 

識別 Identifier 文物統一編號 ˇ 

來源 Source   

語言 Language 創 ˇ 作語文 

關聯 Relation 參 ˇ 考資料 

範圍 Coverage   

權限 Rights 版 ˇ權  

(三)檔案主題 

3.「近代外交經濟重要 錄轉出欄位

依 院近 要檔案-後設資料 規格書V1.0】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檔案數位典藏計畫」聯合目  

據來源【中央研究 史所檔案館藏外交重 需求

Dublin Core 

標題 Title 題 ˇ名<件層次>  
著作者 Creator 產生者<件層次> ˇ 
主題 Subject   
描述 Description 描 ˇ述<件層次>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處理資訊-著錄者<件層次>  
日期 Date 時間-起-朝代<件層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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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起-年號<件層次> ˇ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時間-起-年<件層次> ˇ 
時間-起-閏<件層次> ˇ 
時間-起-月<件層次> ˇ 
時間-起-日<件層次> ˇ 
時間-迄-朝代<件層次> ˇ 
時間-迄-年號<件層次> ˇ 
時間-迄-年<件層次> ˇ 
時間-迄-閏<件層次> ˇ 
時間-迄-月<件層次> ˇ 

 

ˇ 時間-迄-日<件層次> 

類型 Type ˇ 資料型式<件層次> 

格式 Format 頁 ˇ 數<件層次> 

識別 Identifier ˇ 館藏號<件層次> 

來源 Source 參考資源<卷層次>  

語言 Language 語文<件層次> ˇ 

關聯 Relation 影像檔<件層次> ˇ 

範圍 Coverage 時間-朝代<全宗層次> 

年代<全宗層次> 

 

時間-

權限 Rights ˇ 版權<全宗層次> 

 

4.「史語所內閣大庫檔案」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來源【內閣大庫檔案著 料需求規格書 V0.2】 

Dublin Core 計畫打ˇ確認 

錄格式、權威檔建立計畫後設資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

標題 Title 件層次> V 題名<

著作者  V Creator 責任者-名稱<件層次> 

主題 Subject 主題<件層次> V 

描述 Description 事由<件層次> V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日期 Date 責任日期-西曆<件層次> 因資料性質，是否選用中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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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文件別與文本是群組性資

料，請合併納入 

型 Type 文件別<件層次>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格式 高廣 應裝

入裝潢的資料 

Format <件層次> 高廣是 潢而不同，是否加

登錄號-管理號<管理層次> V 

登錄號-全宗號<全宗層次> V 

登錄號-案號<案層次> V 

識

V 

別 Identifier 

登錄號-件號<件層次> 

來源 Source   

語言 Language 語文-語文別<件層次> V(多值) 

關聯 Relation 關聯-關聯號(件) <件層次> 不一定要納入 

範圍 Coverage 責任地點-原地點<件層次> 

慮，暫不納入 

因責任地點的描述仍有疑

權限 Rights 版權<件層次> V 

 

5.「故宮清代檔案數 錄轉出欄位 

Dublin Core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位典藏子計畫」聯合目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標題 Title 文獻類名<件層次>  V
著 V作者 Creator 具奏人<件層次>  

主  題 Subject  

描 V述 Description 事由<件層次>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日期 Date V具奏日期<件層次>  
類型 Type V文件類别<件層次>  

格式 Format V形制<件層次>  

識 文獻編號<件層次> V 別 Identifier 

來   源 Source 

語  V(多言 Language 語文<件層次> 值) 

關   聯 Relation  

範 具奏地點<件層次>  圍 Coverage 

權限 Rights 版權<件層次> V 

(四)考古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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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珍 位典 片 典藏

計 聯

依據來源【6/23 主題計畫回傳欄位】【8/14 回傳的範例】，僅採用「遺物」部分

欄位。 

Dublin Core 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藏歷史文物數 藏計畫- 「考古發掘遺物、照 、記錄與檔案數位

畫檢索系統」 合目錄轉出欄位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

標題 Title ˇ基本資料著錄：品名/內文  

著作者 Creator ˇ  

主題 Subject ˇ基本資料著錄：功能分類  

描述 Description 形制：描述 ˇ 

出版者 Publisher   

維護與處理：修復者 ˇ 

材質鑑定分析：分析者 ˇ 

貢獻者 Contribu

工藝分析：分析者 ˇ 

tor 

表面遺跡分析：分析/分析者 ˇ 
基本資料著錄：文化／時代／歷史時 ˇ 
期／朝代 

基

王 

日期 Date 

本資料著錄：文化／時代／歷史時

期／時期／帝
ˇ 

基本資料著錄：文化／時代/考古學

文化/名稱 
ˇ 

基本資料著錄：定年資料/結果/原始

 
ˇ

資料/校正資料/數值
 

基本資料著錄：定年資料/結果/原始

資料/校正資料/單位 
ˇ 

類 ˇ型 Type 紀錄類型  

典藏紀錄段：度量/量度/ 種類/方式 ˇ 

典藏紀錄段：度量/量度/完整/殘 ˇ 
典藏紀錄段：度量/量度/範圍/部分 ˇ 
典藏紀錄段：度量/量度/數值 ˇ 
典藏紀錄段：度量/量度/單位 ˇ 

格式 Format 

量時機典藏紀錄段：度量/量度/測 ˇ 
識 號  ˇ別 Identifier 基本資料著錄：登錄  

來  源 Source  

語 基本資料著錄：作品語文 ˇ言 Language  

關聯 Relation   

基本資料著錄：所屬遺址  ˇ 範圍 Coverage 

ˇ 基本資料著錄：所屬遺跡 

權限 Rights ˇ 典藏紀錄段：典藏單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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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珍藏歷史文物數位 計畫- 「漢代簡牘」聯合

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來源「漢簡後設 0/23)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ˇ 

典藏計畫-拓片與古文書數位典藏

資料需求規格書 V0.2」 (2002/1

Dublin Core

標題 Title 品名-主要名稱<基本資料> ˇ 
著作者 Creator   
主題 Subject 關鍵詞-詞彙<文字>  

描述 Description 形制-描述<基本資料> ˇ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 r  者 Contributo  

文字書寫時代-西-起<遺物基本資料>  日期 Date 

文字書寫時代-西-迄<遺物基本資料>  
文字書寫時代-中-起-朝代<基本資料> ˇ 

文字書寫時代-中-起-帝王<基本資料> 

年號<基本資料> 

時代-中-起-紀年<基本資料> 

文字書寫時代-中-起-月<基本資料> 

文

文字書寫時代-中-起-

文字書寫

字書寫時代-中-起-日（干支 ）<基本資

料> 

文字書寫時代-中-迄-朝代<基本資料> 

料> 

號<基本資料> 

年<基本資料> 

<基本資料> 

文字書寫時代-中-迄-日（干支 ）<基本資

料> 

ˇ 

文字書寫時代-中-迄-帝王<基本資

文字書寫時代-中-迄-年

文字書寫時代-中-迄-紀

文字書寫時代-中-迄-月

類型 Type 功能-功能分類項目<基本資料> ˇ 
度量-度量值-完整/殘<基本資料> ˇ 

度 ˇ 量-度量值-種類/方式<基本資料> 

度量-度量值-數值<基本資料> ˇ 

格式 Format 

度量-度量值-單位<基本資料>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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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別 Identifier  識別資料-簡號<基本資料> ˇ

來源 Source   

語言 Language 文字-釋文-釋文內涵-作品語文<文字資料>  ˇ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關聯 Relation 著錄<文字資料> ˇ 

範圍 Coverage 遺址名稱-主要名稱<遺址資料> 

遺址位置<遺址資料> 

ˇ 

權限 Rights 典藏單位-名稱<基本資料> ˇ 

 

(五)植物主題 

8.「臺灣本土植物數位典藏計畫-臺灣本土植物資料庫類」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 土植 藏計畫後設資料需求規格書( version 0.4 )】(註
3)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來源【臺灣本 物數位典

Dublin Core  

物種名錄欄位元素：屬名 ˇ 
物種 素：種名  名錄欄位元 ˇ
物種名錄欄位元素：亞種名 ˇ 
物種名錄欄位元素：變種名 ˇ 

標題 Title 

物種名 位元素：中文名 錄欄 ˇ 
著作者 Creator 標本鑑定資訊/鑑定者/鑑定者中文姓名 ˇ 
主題 Subject 物種名錄欄位元素：科名 ˇ 

標本特徵資訊/物候資料-花期/物候資料-

花期(中文) 
ˇ 

標本特徵資訊/物候資料-果期/物候資料-

果期
 

描述 Description 

ˇ
(中文) 

標本特徵資訊/花色  ˇ
標本特徵資訊/果色 ˇ 
標本特徵資訊/其他特徵備註 ˇ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標本採集資訊/採集者/採集者中文名 

Contributor 
ˇ 

日期 Date 標本採集資訊/採集日期 ˇ 
類型 Type 標本採集資訊/ 標本類型 ˇ 
格式 Format   
識別 Identifier 標本典藏資料/標本館號 ˇ 
來源 Source   
語言 Language   
關聯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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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標本採集地理位置/行政分區/一級分區中

文名 
ˇ 

標本採集地 行政分區/二級分區中

文名

理位置/

 
ˇ 

標本採集地理位置/行政分區/三級分區中

文名 
ˇ 

標本採集地理位置/地名/中文地名 ˇ 
標本採集地理位置/其他描述 ˇ 
標本 置/海拔高度/下限 採集地理位 ˇ 

範圍 Coverage 

標本 置/海拔高度/上線 採集地理位 ˇ 

權限 Rights 標本典藏資料/典藏單位 ˇ 

(六)動物主題 

求規格書 version 2.0】 

9.「臺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貝類」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來源【臺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貝類後設資料需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拉 學名 丁動物 ˇ 標題 Title 

物種名 ：種/中文  錄 ˇ

著作者 Creator 標本資 ：標本鑑定/原始鑑定者 料 ˇ 
主題 Subject   
描述 Description 物 態特徵 種名錄：型 ˇ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標本資料：標本採集資訊/ 提供者/ 中

文姓名 

ˇ 

 標 本採集資訊/主要採集者本資料：標

姓名/ 中文 

ˇ 

1.標本採集資訊/採集期間/ 起 ˇ 
標本採集資訊/採集期間/ 迄 ˇ 

日期 Date 

2.物種生物資訊：出現時間  
類型 Type 標 / 標本類型 本紀錄 ˇ 
格式 Format 標本特徵資訊/ 標本體長 ˇ 

識別 標Identifier 本紀錄/ 標本館號 ˇ 
來源 Source   
語言 Language   

文獻資料：文獻標題 ˇ 關聯 Relation 

文獻資料：文獻出處/ 書刊名 ˇ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範圍 Coverage 標本採集地理資訊/行政區/採集來源

國家的第一級次區(行政分區縣市)/中

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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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集本採集地理資訊/行政區/採

來 家的第二級次區（行政分源國

區鄉鎮）/中文 

ˇ  

標本採集地理資訊/ 最近具名地

點 

ˇ 

權限 Rights   

 

10. 臺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魚類」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 相 藏之研究：魚類  後設資料需求規格書 v0.2】(註4)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來源【臺灣動物 典

拉  丁動物學名 v 標題 Title 

物種名錄：種/中文 v 
著作者 Creator 標本資 歷史/鑑定者料：標本鑑定/訂正 v 
主題 Subject  v 
描述 Description 物種名錄：型態特徵 v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標本資料：標本採集資訊/ 提供者/ 中

文姓名 
v 

 標本資料：標本採集資訊/主要採集者

姓名/ 中文 
v 

1.標本採集資訊/採集期間/ 起 v 
標本採集資訊/採集期間/ 迄 v 

日期 Date 

2.物種生物資訊：出現時間  
類型 Type 標  標本類型 本紀錄/ v 

標本特徵資訊/ 標本體長 v 格式 Format 

標本特徵資訊/ 標本體重 v 
識別 Identifier 標本紀錄/ 標本館號 v 
來源 Source   
語言 Language   

文獻資料：文獻標題 v 關聯 Relation 

文獻資料：文獻出處/ 書刊名 V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範圍 Coverage 標本採集地 資訊/行政區/採集來源理

國家的第一級次區(行政分區縣市)/中

文 

v 

 89



標本採集地理資訊/行政區/採集來源

國家的第二級次區（行政分區鄉鎮）/

中文 

v  

標本採集地理資訊/ 最近具名地點 v 
權限   Rights 

(七

11. 位典藏計畫- 「史語所藏民族學調查標本、 與檔案」聯

合

依據來源【民族學調查照片管理系統】 (註5) 

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人類學 

 珍藏歷史文化數 照片

目錄轉出欄位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

標題 Title 標題 ˇ 
著作者 Creator 

 

拍攝者(今) ˇ 

官方族稱 ˇ 主題 Subject 

類別 ˇ 

描述 Description 內容描述-說明 ˇ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日期 Date 拍攝時間 ˇ 

類型 Type 色彩 ˇ 
格式 Format 尺寸 ˇ 
識別 Identifier 典藏登錄號 ˇ 
來源 影Source 像來源 ˇ 
語言 Language   
關聯 Relation 書名或刊名 ˇ 
範圍 Coverage 拍攝地點(今) ˇ 
權限 Rights 典藏單位 ˇ 

 

12. -影像」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 住民計畫 忠

 「臺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

來源【原 助理 莊憲  提供之欄位】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標題 Title 命名 ˇ 
著作者 Creator ˇ拍攝者／研究者  
主題 Subject 主題 ˇ 
描述 Description ˇ內容摘要  

 90



出版者 Publisher ˇ  
貢獻者 Contributor 者 ˇ保存者/提供  
日期 Date 出現／出版時間 ˇ 

資料名稱 ˇ 類型 Type 

材質 ˇ 
格式 Format  ˇ 
識別 Identifier 編號 ˇ 
來源 Source 出處 ˇ 
語言 Language  ˇ 
關聯 Relation 處 ˇ原始出  
範圍 Coverage 拍攝地點 ˇ 
權限 Rights  ˇ 

 

13. 「臺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研究地圖」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

 

來源【原住民計畫助理 莊憲忠 提供之欄位】 

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

標題 Title 圖名 ˇ 

著作者 Creator ˇ繪者  
主題 Subject 主題 ˇ 
描述 Description ˇ內容要點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日期 Date 年代 ˇ 
資料名稱 ˇ 類型 Type 

用途 ˇ 
格式 Format 規格 ˇ 
識別 Identifier 系列號 ˇ 
來源 Source 出處 ˇ 
語言  Language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關聯 Relation 來源 ˇ 
範圍 相Coverage 關地點 ˇ 
權限 Rights   

 

14. 」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 住民計畫 忠

 「臺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影音

來源【原 助理 莊憲  提供之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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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標題 Title 題 ˇ 標

著作者 Creator 者 拍攝者/研究 ˇ 
主題 Subject 主題 ˇ 
描述 Description 內容摘要 ˇ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保存者/提供者 ˇ 
日期 Date 原拍攝時間 ˇ 

資料類型 ˇ 類型 Type 

材質 ˇ 
格式 Format 資料長度 ˇ 
識  別 Identifier  

來源 Source 拷貝來源 ˇ 
語言 Language 使用語言 ˇ 
關聯 Relation   ˇ
範圍 ˇ Coverage 拍攝地點/今地名 

權   限 Rights 

 

15. 「臺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表格」  

依據來 理 莊憲忠

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源【原住民計畫助  提供之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  

欄位】 

Dublin Core 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ˇ

標 標題 ˇ 題 Title 

著 製表人 ˇ 作者 Creator 

主 主題 ˇ 題 Subject 

描述 Description 內容摘要 ˇ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日期 Date   
類型 Type 資料名稱 ˇ 
格   式 Format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ˇ 

識別 Identifier   

來源 Source 出處 ˇ 
語言 Language 使用語言 ˇ 
關聯 Relation 原始出處  ˇ
範圍 Coverage 相關地點 ˇ 

權限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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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臺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口述訪談」聯 轉出欄位 

依據來源【原住民計畫助理 莊憲忠

合目錄

 提供之欄位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  

】 

Dublin Core 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標題 Title 標題 ˇ 
著作者 Creator 受訪者 ˇ 
主題 Subject 主題 ˇ 
描述 Description 內容摘要 ˇ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錄Contributor 音者/研究者 ˇ 
日期 Date 原 ˇ錄音時間  

資 類型 ˇ 料類型 Type 

材質 ˇ 
格式 Format 資 ˇ料長度  
識別 Identifier   
來源 Source 來  ˇ 源

語言 Language 使用語言 ˇ 
關聯 Relation 拷貝出處 ˇ 
範圍 Coverage 錄音地點/今地名 ˇ 
權限 Rights   

 

17. 「臺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多媒體」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 計畫助來源【原住民 理 莊憲忠 提供之欄位】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標題 Title 名稱 ˇ 

著作者 Creator 作者 ˇ 
主題 Subject 主題 ˇ 
描述 Description 內容摘要 ˇ 
出版者 Publisher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ˇ 

貢獻者 Contributor 製作單位 ˇ 
日期 出Date 版年 ˇ 
類型 Type 資料類型 ˇ 
格式 Format 資料長度 ˇ 
識別 Identifier   
來源 Source 出處 ˇ 
語言 Language 使用語言 ˇ 
關聯 Relation 原始出處 ˇ 

 93



範圍 Coverage ˇ 相關地點 

權限 Rights ˇ 發行單位 

 

18. 「臺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契約文書」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 民計畫 理 莊憲忠來源【原住 助  提供之欄位】 

Dublin Core 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中央研究院後設

標題 Title ˇ 命名 

著作者 Creator   
主題 Subject 主題 ˇ 
描述 Description 發生原因 ˇ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相關人名 ˇ 
日期 Date 立契時間 ˇ 

資料名稱 ˇ 類型 Type 

契約類別 ˇ 
格式 Format 契約規格 ˇ 
識別 Identifier 原始編號 ˇ 
來源 Source 出處 ˇ 
語言 Language ˇ 使用語言 

關聯 Relation 原始出處 ˇ 
範圍 Coverage 發生地點 ˇ 
權限 Rights   

 

19. 「臺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音樂」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 理 莊憲忠來源【原住民計畫助  提供之欄位】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標題 Title ˇ 標題 

著作者 Creator 演唱者 ˇ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ˇ 

主題 Subject 主題 ˇ 
描述 Description ˇ內容摘要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ˇ錄音者／研究者  
日期 Date 採錄時間 ˇ 

資料名稱 ˇ 類型 Type 

材質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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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Format 資料長度／頁數 ˇ 
識別 Identifier   
來源 Source 曲調來源 ˇ 
語言 Language 歌詞語言 ˇ 
關聯 Relation 相關資料 ˇ 
範圍 Coverage 錄音地點／今地名 ˇ 
權限 Rights   

(八  

20. 位典藏計畫-拓片與古文書數位典藏計畫- 「 文拓片及全

 

全形拓欄位 

)金石拓片主題

 珍藏歷史文物數 金

形拓」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Dublin Core 

標題 Title 青銅器名-拓片器名 

著作者 Creator 拓片描述-拓工 

主題 Subject 青銅器-拓片器名    

描述 Description 拓片描述-技法 

拓片描述-銘器數量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題跋內容-題跋人 

日期 Date  

類型 Type  

格式 Format 拓片描述-拓片高廣 

識別 Identifier 拓片編號 

來源 Source 青銅器名-拓片器名 

語言 Language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關聯 Relation 收藏歷史-收藏單位(現藏) 

 

 

收藏歷史-收藏單位(舊藏) 

         書名期刊 

         書名期刊 

-卷期

-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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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期 

-頁碼 

範圍 Coverage  

權限 Rights 收藏歷史-收藏單位(現藏) 

 

21. 珍藏歷史文物數位典藏計畫-拓片與古文書數位典藏計畫- 「佛教石刻造像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拓本」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標題 Title 題名-主要品名 ˇ 
著作者 Creator   
主   題 Subject 

描述 Description 描述-行款/主尊 ˇ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年代-西曆-起  ˇ 日期 Date 

 ˇ 年代-西曆-迄 

類型 Type 類別  
格式 Format ˇ 高廣(位置/數值/單位) 

識別 Identifier 傅圖紀錄-登記號 ˇ 
來源 Source   
語言 Language   
關 著錄-書名 聯 Relation ˇ 
範圍 Coverage ˇ 原碑記錄-出土地 

權限 Rights ˇ 版權 

(九)善本古籍主題 

2 數 「中研院史語所傅斯年圖書館藏善本古集」聯合

 

依據來源【史語所傅 圖書館藏善本圖籍數位典藏計畫-善本圖籍後設資料需

求 6】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2.珍藏歷史文化 位典藏計畫-

目錄轉出欄位

斯年

規格書 V0.

標題 Title 題名-主要題名 ˇ 
著作者 Creator 撰述者-姓名 ˇ 
主題 Subject 主題 ˇ 
描述 Description 簡述 ˇ 
出版者 Publisher 出版資訊-出版者 ˇ  
貢獻者 Contributor 其他貢獻者-姓名 ˇ 
日期 Date 出版資訊-出版時間-中曆--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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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資訊-出 號 版時間-中曆--元 

-中曆--紀元 出版資訊-出版時間
ˇ 

類型 Type 類型 ˇ 
格式 Format 高廣-外型高廣 ˇ 

索書號-索書號前置符號 ˇ 
索書號-分類號 ˇ 

識別 Identifier 

索書號-書號 ˇ 
來源 Source   
語言 Language 語文-語文 ˇ 
關聯 Relation 著錄-參考書目 ˇ 
範圍 Coverage   
權限 Rights 版權所有 ˇ 

 

23. 「故宮善本古籍 位典藏子計畫」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 數位典藏計畫-善本圖籍後設資料需求規格書 V0.6】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數

來源【故宮善本古籍

標題 Title 題名--部層次 ˇ 
著作者 Creator 撰述者--姓名 ˇ 
主題 Subject 主題—四部類目 ˇ 
描述 Description 簡述—稽核項 ˇ 
出版者 Publisher 出版資訊--出版者 ˇ 
貢 tor 其他貢獻者-姓獻者 Contribu 名 ˇ 

出版資訊--出版時間-中曆--朝代 

出版資訊--出版時間-中曆--元號 

日期 Date 

出版資訊--出版時間-中曆--紀元 

ˇ 

類型 Type 資料類別-類別 ˇ 
格式 Format 高廣 ˇ 
識別 Identifier 統一編號 ˇ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ˇ 存台箱號 

來源 Source 入藏方式 ˇ 
語言 Language 語文 ˇ 
關聯 Relation 著錄-影像號 ˇ 
範圍 Coverage  ˇ 
權限 Rights 版權所有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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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圖與遙測影像主題 

24. 近代中國歷史地圖」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來源【近代中國歷史地圖與遙測影像典藏計畫-地圖後設資料參考資訊】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Dublin Core 

標題 Title 品名-品名(品名) ˇ 

著作者 Creator 製作者-姓名 ˇ 

主題 Subject    

描述 Description 展覽說明-說明文 [1] ˇ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款識-作者 ˇ  

時代-西-檢索時代-起 ˇ 日期 Date 

時代-西-檢索時代-迄 ˇ 

類型 Type 類別 ˇ 

格式 Format ˇ 尺寸-展示尺寸 

識別 Identifier 文物統一編號 ˇ 

來源 Source    

語言 Language    

關聯 著錄-書名 Relation ˇ 

範圍 Coverage    

權限 Rights 版權 ˇ 

(十

25. - 轉出欄位 

依據來源【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臺灣南島語數位典藏計畫需求規格

V0.1】(以文本資料庫為 DC 之轉出依據) 

Dublin Core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一)語言 

 語言典藏計畫 「臺灣南島語典藏」聯合目錄

書

標題 Title 標題-中文<文本層級> ˇ 
著作者 Creator 發音人-姓名(口述者)<文本層級> ˇ 
主題 Subject   
描述  文本內容-原文Description <文本層級> ˇ 
出版者 Publisher 權-出版者<文本層級> ˇ 版

貢獻者 Contributor 參與者-姓名(記錄者)<文本層級> ˇ 
日期-起-年(語料收集)<文本層級> ˇ 
日期-起-月(語料收集)<文本層級> ˇ 
日期-起-日(語料收集)<文本層級> ˇ 
日期-起-年(語料收集)<文本層級> ˇ 
日期-起-月(語料收集)<文本層級> ˇ 

日期 Date 

日期-起-日(語料收集)<文本層級> ˇ 
類型 Type 文類<文本層級> ˇ 
格式 Format   
識別 Identifier 本號<文本層級> 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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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 Source   
語言 Language ˇ 語言-漢名<文本層級> 

關聯 Relation ˇ 文本內容-聲音檔路徑<文本層級> 

範圍 Coverage   
權限 Rights 版權-版權宣告<文本層級> ˇ 

 

26. 語言典藏計畫-「二十世紀漢語語料與句法結構與料庫」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來源【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所及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二十世紀漢語語料庫

句法結構庫計畫】 

語言典藏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與

Dublin Core 

標題 Title Title[標題]<corpus3[文本語料庫]> ˇ 
著作者 Creator   

Subject[主題]<corpus3[文本語料庫]> ˇ 主題 Subject 

庫]> 

SubjectClass[主題分類] <corpus3[文本語料 ˇ 

Tag[斷詞標記文本] <corpus3[文本語料庫]> ˇ 
Tree[中文剖析樹] <corpus3[文本語料庫]> ˇ 

描述 Description 

Style[文體] <corpus3[文本語料庫]> ˇ 
出版  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日期 Date   

Dublin Core 語言典藏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Type[文類] <corpus3[文本語料庫]> ˇ 類型 Type 

Method[語式] <corpus3[文本語料庫]> ˇ 
格式 Format   
識別 Identifier Articleno[編號] <corpus3[文本語料庫]> ˇ 
來源 Source Media[媒體] <corpus3[文本語料庫]> ˇ 
語言 Language   
關聯 Relation   
範圍 Coverage PublishLocation[出版地] <corpus3[文本語料

庫]> 
ˇ 

權限 Rights   

 

27. 語言典藏-「近代漢語詞彙庫」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來源【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所及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近代漢語詞彙庫計畫

瀚 典 全 文 檢 索 系 統 標 誌 1.2 版 簡 述

n nica.edu.

以 及

(http://la guagearchives.si tw/data/file/LA0001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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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lin Core 語言典藏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標題 Title 標文素一<層級 誌> ˇ 
著作者 Crea  tor  

主題 Subject   
(斷詞標記文本)<基本單元> ˇ 描述 Description 

(原始文本)<基本單元> ˇ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日期 Date   
類型 Type   
格式 Format   
識別 Identifier   
來源 Source   
語言 Language   
關聯 Relation   
範圍 Coverage   
權限 Rights   

 

28. 語言典藏-「閩南語典藏」聯 錄轉出欄位 

依據來源【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及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閩南語典

藏－歷史語言與分布變遷計畫】 

Dublin Core 語言典藏建議  

合目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標題 Title title_name[歌名]<min_hakka_title[渡臺

歌]> 
ˇ 悲

著作者 Creator   

主題 Subject   
描述 Descrip body[歌詞]<min_hakka_body[渡臺悲歌]> ˇ tion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  ibutor  

日期 Date   
類型 Type   
格式 Format   

title_id[歌名編號]<min_hakka_title[渡臺

悲歌]> 
ˇ 識別 Identifier 

body_id[歌詞編號]<min_hakka_body[渡臺悲

歌]> 
ˇ 

來源 Source   
語言 Language   
關聯 Relation   
範圍 Coverage   
權限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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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語言典藏-「新世

央研究院

紀 」 錄

據來源【中 媒體的語言呈現和

Dublin Core 新世紀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語料庫

語言學研

聯合目

究所籌備

轉出欄位 

處-新世紀語料依 庫多

典藏】 

標題 Title   

著作者 Creator   
主題 Subject   
描述 Description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日期 Date record_date[錄音時間]<header> ˇ 
speech_type_i[語音資料型態 I] <header> ˇ 類型 Type 

料型態 II]<header> ˇ speech_type_ii[語音資

sampling_rate[取樣率] <header> ˇ 格式 Forma

record_type[錄音型態]<header> ˇ 

t 

Dublin Core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語言典藏建議 

識別 Identifier   

來源 Source   
語言 Language Language[語言 ˇ 種類]<header> 

關聯 Relation   
範圍 Coverage record_place 地點]<header> ˇ [錄音

權限 Rights   

 

30. 語言典藏-「先秦金文簡牘詞彙」聯合目錄轉出欄位 

依據來源【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 彙資料庫】 

Dublin Core 語言典藏建議 主題計畫打ˇ確認 

研究所-先秦金文簡牘詞

標題 Title   
著作者 Creator   
主題 Subject Class_type[內容分類]<L

庫]> 
ˇ ex_data[金文詞彙

Lexicon[詞彙] <Lex_data[金文詞彙庫]> ˇ 描述 Description 

Pos_type[詞類 >] <Lex_data[金文詞彙庫]  ˇ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

  
r 

日期 Date   
類型 Type   
格式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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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別 Identi xfier Le _no[詞彙序號] <Lex_data[金文詞彙庫]> ˇ 
Bro 號 ]nze_no[器 ] <Lex_data[金文詞彙庫 > ˇ 來源 Source

ˇ 

 

Bronze_Name[器名] <Lex_data[金文詞彙庫]>

語言 Language   
關聯 Relation   
範圍 Coverage Bronze_Period[時代] <Lex_data[金文詞彙

庫]> 
ˇ 

 Bronze_Excavation[出土地] <Lex_data[金文

詞彙庫]> 
ˇ 

權限 Rights   

 

三、試行五計畫 

時間：92年 8 月底至 9月初 

個 數量 決議先以五 92年度之聯合目錄。 

聯合目錄 小組、中央研究院資訊科

學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共同決議 92年度先以五個計畫進

行。92年 9 月 3 日中央研究院後設資 與中央研院計算中心及

計畫為： 

中央研院計算中心開發

目的：三十 計畫 過大， 個計畫試行

成果：8月 25 第三次建置會議上，聯合目錄

料工作組分別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進行協商討論，決議五

- 故 藏子計畫、臺灣本土植物數位典藏

計畫、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藏計畫。 

資訊科學研究所

宮器物數位典

中央研究院 開發- 故宮書畫數位典藏子計畫、史語所拓片與

古文書數位典藏計畫(漢代簡牘)。 

 

「五個計畫上傳至聯合目錄 Dublin Core 元素比對表」

＊系統中為空值    ◎部份有資

 

   計畫名稱 

 

 

 Dublin  

Core 

1.故宮器

物數位典

藏子計畫 

2.故宮書 3.近代外

畫 

4. 珍藏歷史文

 

料           

畫數位典

藏子計畫

交經濟重

要檔案數

位典藏計

物數位典藏計

畫-拓片與古文

書數位典藏計

畫-漢代簡牘 

植物數位典

藏計畫-臺灣本土植物資

料庫 

5. 臺灣本土

物種名錄欄位元素：屬名 標題 Title 品名-品名

(品名) 

書畫品名

(主要題

題名<件層

次> 

品名-主要名稱

<基本資料> 物種名錄欄位元素：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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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名稱 

 

1

物

藏子計畫 藏子計畫 要檔案數

位典藏計

畫 

畫-拓片與古文

.故宮器

數位典

2.故宮書

畫數位典

3.近代外

交經濟重

4. 珍藏歷史文

物數位典藏計

書數位典藏計

畫-漢代簡牘 

物數位典

料庫 

5. 臺灣本土植

藏計畫-臺灣本土植物資

 

 Dublin  

Core 

物種名錄欄位元素：亞種

名 

物種名錄欄位元素：變種

名 

  名)   

物種名錄欄位元素：中文

名 

著作者 創作者-姓

Creator 名＊ 
作者 產生者<件  

層次> 

標本鑑定資訊/鑑定者/

鑑定者中文姓名◎ 
主題 Subject  主題內容  關鍵詞-詞彙< 物種名錄欄位元素：科名 

文字> 

標本特徵資訊/物候資料

-花期/物候資料-花期

(中文)◎ 
標本特徵資訊/物候資料

-果期/物候資料-果期

(中文)◎ 

標本特徵資訊/花色◎ 

標本特徵資訊/果色◎ 

描述

scription De

展覽說明-

說明文 

◎ 

卡片中文

展覽說明

描述<件層

次> 

＊ 

形制-描述<基

本資料> 

標本特徵資訊/其他特徵

備註◎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款識-作者 

◎ 

 處理資訊-

著錄者<件

層次> 

 標本採集資訊/採集者/

採集者中文名 

時間-起-

次> 

文字書寫時代-

中-起-朝代<基

本資料> 

朝代<件層

時間-起-

號<件層

次> 

文字書寫時代-

中-起-帝王<基

本資料> 

年

時間-起-

年<件層次

> 

文字書寫時代-

中-起-年號<基

本資料> 

日期 Date 時代-西- 創作時間

時間-起-

> 

 

文字書寫時代-

中-起-紀年<基

本資料> 

標本採集資訊/採集日期 

檢索時代-

起 

 

閏<件層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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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名稱 1.故宮器 2.故宮書 3.近代外 4. 珍藏歷史文

 

 Dublin  

Core 

物數位典

藏子計畫 

畫數位典

藏子計畫

交經濟重

要檔案數

位典藏計

畫 

物數位典藏計

畫-拓片與古文

 

書數位典藏計

畫-漢代簡牘 

5. 臺灣本土植物數位典

藏計畫-臺灣本土植物資

料庫 

時間-起-

月<件層次

> 

文字書寫時代-

中-起-月<基本

資料> 

   

時間-起-

> 

＊ 

文字書寫時代-

中-起-日（干

支 ）<基本資料

> 

日<件層次

時間-迄-

朝代<件層

次>＊ 

文字書寫時代-

中-迄-朝代<基

本資料> 

時間-迄-

年號<件層

次>＊ 

文字書寫時代-

中-迄-帝王<基

本資料> 

時間-迄-

年<件層次

> 

＊ 

文字書寫時代-

中-迄-年號<基

本資料> 

時間-迄-

閏<件層次

> 

＊ 

文字書寫時代-

中-迄-紀年<基

本資料> 

時間-迄-

月<件層次

> 

＊ 

文字書寫時代-

中-迄-月<基本

資料> 

時代-西-

檢索時代-

迄 

時間-迄-

日<件層次

> 

＊ 

文字書寫時代-

中-迄-日（干

支 ）<基本資料

> 

 

類型 Type 類別 藏品類型 資料型式<

件層次> 

功能-功能分類

項目<基本資料

> 

標本採集資訊/標本類型 

格式 Format 尺寸-展示

尺寸 

本幅尺寸

（公分）

頁數<件層

次> 

度量-度量值-

完整/殘<基本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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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名稱 1.故宮器 2.故宮書 3.

 

 

 Dublin  

Core 

物數位典

藏子計畫 

畫數位典

藏子計畫

近代外

交經濟重

要檔案數

位典藏計

畫 

4. 珍藏歷史文

物數位典藏計

畫-拓片與古文

書數位典藏計

畫-漢代簡牘 

5. 臺灣本土植物數位典

藏計畫-臺灣本土植物資

料庫 

度量-度量值-

種類/方式<基

本資料> 

度量-度量值-

數值<基本資料

> 

    

度量-度量值-

單位<基本資料

> 

 

識別

Identifier 

文物統一

編號 

文物統一

編號 

館藏號<件

層次> 

識別資料-簡號

<基本資料> 

標本典藏資料/標本館號 

來源 Source   參考資源<

卷層次> 

  

語言 Language  創作語文 語文<件層

次> 

文字-釋文-釋

文內涵-作品語

文<文字資料>

 

關聯 Relation 著錄-書名 

◎ 

參考資料 影像檔<件

層次>＊ 
著錄<文字資料

> 

 

標本採集地理位置/行政

分區/一級分區中文名 

標本採集地理位置/行政

分區/二級分區中文名 

標本採集地理位置/行政

分區/三級分區中文名 

時間-朝代

<全宗層次

> 

遺址名稱-主要

名稱<遺址資料

> 

標本採集地理位置/地名

/中文地名 

標本採集地理位置/其他

描述 

標本採集地點位置/海拔

高度/下限 

範圍 Coverage   

時間-年代

<全宗層次

> 

遺址位置<遺址

資料> 

標本採集地點位置/海拔

高度/上限 

權限 Rights 版權 版權 版權<全宗

層次>＊ 
典藏單位-名稱

<基本資料> 

標本典藏資料/典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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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DC XML DTD 格式與資料匯入 

一、DC XML DTD 格式 

聯合目錄 DC 元素比對表」與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

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負責逐筆檢驗分析

五個主題計畫之 xml 檔案，共 250 筆資料。期間，與各主題計畫來回進行四次以

之溝通調整後，才將資料匯入聯合目錄系統中。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與

行平台資料檢驗，將結果交

由聯合目錄小組進行彙整。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 DC XML DTD 格式決定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數位典藏共同目錄資料輸入格式--> 

<!ELEMENT DACatalog (AdminDesc, MetaDesc)> 

 

<!--管理性資訊描述段--> 

<!ELEMENT AdminDesc (Project, Catalog?, DigiArchiveID, Hyperlink?, 

--計畫資料描述--> 

<!ATTLIST Project 

 

 

依據「五個計畫上傳至

究所技術組所制定 XML DTD 格式，中

上

主題計畫及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工作同仁們進

ICON?)> 

 

<!

<!ELEMENT Project (#PCDATA)> 

GenDate CDATA #REQUIRED 

 Creator CDATA #REQUIRED 

> 

 

<!--相對應的資料分類目錄--> 

<!ELEMENT Catalog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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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目錄,目錄與目錄之間請以":"符號分隔--> 

<!ELEMENT Record (#PCDATA)> 

 

<!--數位藏品編號--> 

<!ELEMENT DigiArchiveID (#PCDATA)> 

<!ELEMENT Hyperlink (#PCDATA)> 

--數位藏品小圖示的超鏈結--> 

ELEMENT ICON (#PCDATA)> 

 

<!--後設資料描述段--> 

<!ELEMENT MetaDesc (Title*, Creator*, Subject*, Description*, Publisher*, 

Contributor*, Date*, Type*, Format*, Identifier*, Source*, Language*, 

Relation*, Coverage*, Rights*)> 

 

<!--標題--> 

<!ELEMENT Title (#PCDATA)> 

 

<!--著作者--> 

<!ELEMENT Creator (#PCDATA)> 

 

<!--主題 / 關鍵字--> 

 

<!--數位藏品資料的超鏈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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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

 

<!--描述--> 

<!ELEMENT Description (#PCDATA)> 

 

<!--出版者--> 

<!ELEMENT Publisher (#PCDATA)> 

 

<!--

<!ELEMENT Date (#PCDATA)> 

<!--資料類型--> 

 

<!--格式--> 

<!ELEMENT Format (#PCDATA)> 

 

<!--資料識別--> 

<!ELEMENT Identifier (#PCDATA)> 

 

<!--來源--> 

ENT Subject (#PCDATA)> 

<!--貢獻者--> 

<!ELEMENT Contributor (#PCDATA)> 

 

日期--> 

 

<!ELEMENT Type (#PC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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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Source (#PCDATA)> 

 

<!--語言--> 

<!ELEMENT Language (#PCDATA)> 

 

<!--關連--> 

<!ELEMENT Relation (#PCDATA)> 

 

!--範圍--> 

MENT Coverage (#PCDATA)> 

 

<!--

<!ELEMENT Rights (#PCDATA)> 

 

 

二、聯合目錄系統 DC XML DTD 資料匯出作業紀事 

日期 完成事項 

<

<!ELE

管理權--> 

92/9/30 技術小組收到故宮王瓊瑤小姐寄出的書畫、器物匯出資料清單 

92/10/1 技術小組重新修正匯出故宮書畫 XML 

92/10/1 技術小組寄出故宮書畫給 Metadata 小組確認 

92/10/1 技術小組與後設資料小組討論故宮書畫 XML 匯出問題 

92/10/2 後設資料小組再重新修正匯出故宮書畫 XML 

92/10/2 技術小組再寄出故宮書畫給後設資料小組確認 

92/10/2 技術小組收到遲恆昌先生寄出的漢簡匯出資料清單 

92/10/3 技術小組與漢簡研究助理遲恆昌討論漢簡 XML 匯出時圖檔與連結問題

92/10/6 技術小組與後設資料小組討論故宮書畫 XML 匯出問題 

92/10/7 技術小組重新修正匯出故宮書畫、漢簡 XML 

92/10/8 技術小組寄出故宮 設資料小組與使用者確認書畫、漢簡 XML 檔案給後

92/10/24 技術小組重新修正匯出漢簡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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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0/27 技術小組與遲恆昌先生討論漢簡 XML 匯出問題 

92/10/27 技術小組重新修正匯出漢簡 XML 

92/10/28 技術小組與後設資料小組討論漢簡 XML 匯出問題 

92/10/28 技術小組重新修正匯出漢簡 XML 

92/10/29 技術小組與後設資料小組討論漢簡 XML 匯出問題 

92/10/29 技術小組重新修正匯出故宮書畫、漢簡 XML 

92/10/ 討論漢簡 XML 匯出問題 30 後設資料小組與遲恆昌先生

日期 完成事項  

92/10/30 技術小組重新修正匯出漢簡 XML 

92/10/31 後設資料小組討論漢簡 XML 匯出問題 

92/10/31 技術小組重新修正匯出漢簡 XML 

92/11/24 技術小組與後設資料小組討論故宮書畫 XML 匯出問題 

92/11/ 故宮書畫資料 27 技術小組重新修正匯出

92/12/8 技術小組與後設資料小組討論故宮書畫 XML 匯出問題 

92/12/12 技術小組重新修正匯出故宮書畫資料 

 

註釋

                                                

 

 

1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 「92年度聯合目錄建置研究報告書」, 民國 92年

12 月 25 日 

2 以「主要題名」為轉出的欄位。 

年 8月 13日與魚類、貝類、植物計畫助理開會討論後，決議以「標本資料」

為主體，輔以「物種名錄」及「文獻資料」部分欄位為聯合目錄轉出的欄位。 

同上註。 

5 http://ndweb.iis.sinica.edu.tw/race/

3 92

4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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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聯合目錄系統設計與資料測試 

第一節、聯合目錄系統原型設計 

一、本(92)年度系統原型目標 

聯合目錄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使用者檢索本國家型計畫之典藏成果。對使用

者而言， 合目錄查詢系統主要功能包括：以主題、時代、地區與典藏單位等整

合瀏覽各單位數位化資料，另可利用簡單檢索及精確查詢資料。而各單位的參與

單位可以依其權限與著作所有權來決定其在全球資訊網上公共目錄提供的資訊。 

聯合目錄系統為三年計畫，本論文第三章已提出完整系統規劃構想，然受限

於時間僅建構系統原型，本(92)年度工作目標為： 

5. 訂定 合目錄分類架構，由本小組協同主題小組研討共同訂定聯合目錄的分

類架構。 

6. 由後設資料小組確認中央研究院與故宮博物院二機構已有 Dublin Core 標準

比對的數位典藏計畫，並將訂定比對

組溝通確認後，將比對 Dublin Core 的 XML DTD 需求送技術研發組設計檢

索功能。 

7. 訂定聯合目錄系統分類架構需求書：本小組訂定聯合目錄系統需求書，交由

技術研發組開發系統。 

8. 建構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原型。 

9. 系統原型資料測試：中研院與故宮博物院與主題小組提供資料測試，由聯合

目錄小組、主題小組、技術研發組、後設小組共同測試，系統並對未來全體

資料輸入工作程序與問題提出建議。 

二、OAI-based 的數位典藏聯合目錄 

本系統以 OAI 技術開發數位典藏聯合目錄之原型系統(Prototype)。提供前端

向後端儲存器提取所需資訊的協定，OAI 元件主要分為 OAI Service Provider 與

Data Provider。以OAI協定為基礎的聯合目錄架構，主要是由OAI的 service provider 

(服務系統)定期向 data provider (各典藏單位之資料庫系統)抓取 metadata資料，建

立集中式之聯合目錄。Service Provider 主要在集中維護從各系統擷取來的

metadata，並進行加值性服務的查詢檢索服務； Data Provider主要在維護資料倉

儲（repositories），並且支援 OAI協議來取得其倉儲內的資料內容。其關係以圖

5-1表示：  

聯

聯

Dublin Core 的 XML DTD，與主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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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O A I基 本 架 構         

 

    

圖 5-2 OAI-based 聯合目錄系統架構 

系統主要功能包括：整體性功能、資料服務端(Service Provider)、資料供應端

(Data provider)和系統測試；系統架構參見圖 5-2；主要功能架構參見圖 5-3。 

圖 5-1 OAI 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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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需求 

1、使用者面 

(1) 數位典藏共同目錄系統。 

(2) 目錄服務檢索系統。 

2、典藏資料管理面 

(1) 典藏目錄資料匯入資料提供者模組。 

(2) OAI 協定相關模組。 

以下資料參見范紀文簡報資料。 

 

圖 5-3 主要功能架構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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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 

 

 

 

 

圖 5-5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服務系統檢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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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數位典藏資料匯入聯合目錄系統示意圖 

四、聯合目錄系統原型設計 (一)設計理念 

1、以提供

 (二) 進行之工作項目 

1、訂定數位典藏聯合目錄資料輸入 DTD 格式。 

2、加入目錄、藏品連結與管理性之資訊。 

3、完成典藏資料匯入資料提供者所需之模組。 

4、整合與測試藏品目錄資料匯入模組。 

5、初步完成 Data Provider 與 Service Provider 間之整合。 

6、整合 OAICAT 支援讀取資料庫中藏品目錄資料的能力。 

7、整合測試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之運作。 

8、進行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視覺界面之設計。  

 

數位典藏計畫藏品之清單為目標。 

2、以領域作為聯合目錄系統的分類架構基礎。 

3、允許一

 115

個藏品對應到多個分類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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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資料匯入典藏資料提供者類別圖 

 

 

 

 

 

圖 5-8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資料匯入典藏資料提供者順序圖 

 

 

 

 

 

 



 

 

 

 

 

 

圖 5-9   OAICAT 讀取後設資料之類別架構圖 

五、 系統功能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是利用 OAI(Open Archives Initiative)協定技術建構。OAI 
協定的技術原理是由服務系統定期向各典藏單位之資料庫系統抓取典藏品的後

設資料，建立 部份，說明

如次。 

(一)分類瀏覽功能 

本系統瀏覽分類架構包括：12 個內容主題及細項分類；8 個典藏單位和 50 
統；時間；地理；數位化物件類型；數位化前資料類型。 

(二)檢

1. 系統能提供欄位檢索及不限欄位的全文檢索功能。 

2. 共通的查詢模式包括，簡單查詢及進階查詢，進階查詢欄位包括：藏品名稱、

作品類型、創作者、主題、時間、地理，以 Dublin Core 15 個核心欄位為主，

加上數位典藏計畫名稱。 

3. 系統具布林邏輯查詢、切截查詢(truncate)、片語查詢之功能，並以時間、藏

品類型、地理、數位物件檔案格式、館藏單位等條件縮小查詢範圍，限制條

件儘量以點選方式處理，不需使用者鍵入資料。 

4. 查詢結果資料以共通欄位呈現，加上數位典藏計畫名稱，並可設定是否要連

結更豐富的原始 metadata。 

5. 系統可讓使用者選擇呈現資料的排序方式，並可前後翻頁顯示。可選擇排序

集中式的聯合目錄。本系統功能包括分類瀏覽與檢索二

餘個典藏計畫系

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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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含相關度、主題、創作者、時間、典藏單位等。此外可選擇以文字清

單呈現或圖示清單呈現。 

(三)資料輸入格式 

系統提供資料輸入 XML DTD 格式功能，請參考上章定訂 DC XML DTD格

式。  

六、 聯合目錄系統原型概介 

本(92)年度依據上述系統設計原則，已初步完成系統原型，以下分瀏覽與檢

索二部份說明開發成果。 

(一)瀏覽功能 

本系統首頁規劃為六主題大瀏覽，分別是依內容主題、典藏機構、時間、地

理、數位物件類型、典藏品類型。並提供全文檢索與 Dublin Core 欄位檢索，供

使用者查詢。由於資料匯入有限，目前僅提供內容主題與典藏機構瀏覽。 

     

圖 5-10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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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考古」類瀏覽畫面 

 

圖 5- 典藏聯合目 覽畫面 

 

12 數位 錄系統「書畫」類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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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檔案」類瀏覽畫面 

      

圖 5-14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植物」類瀏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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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典藏品詳細內容瀏覽畫面 

 

圖 5-16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連結至漢簡機構資料庫瀏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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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

本系統並提供全文檢索與 Dublin Core 欄位檢索，供使用者查詢，畫面如下： 

     

索功能 

 

全
文
檢
索 

圖 5-17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全文檢索畫面 

        

圖 5-18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 Dublin Core 檢索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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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聯合目錄系統原型資料測試 

一、 系統測試準備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於 92 年 10 月至 12 月間進行二次系統測試，第一次

測試於 92年 10月 27日至 11月 10日進行，第二次測試於 92年 11月 24日至 30

日進行。提供測試資料單位包括故宮器物數位典藏子計劃、故宮書畫數位典藏子

計劃、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藏計劃、台灣本土植物數位典藏計劃、珍藏

歷史文物數位典藏計劃─拓片與古文書數位典藏計劃(漢代簡牘)，共 5計畫，共

250筆資料，測試資料清單參見附錄卅一。各計劃提供聯合目錄系統測試資料筆

數如下： 

計劃名稱 數量 
故宮器物數位典藏子計劃 50 筆 
故宮書畫數位典藏子計劃 50 筆 

珍藏歷史文物數位典藏計劃-拓片與古文書數位典藏計劃 

代簡牘) 

50 筆 

(漢
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藏計劃 50 筆 

台灣本土植物數位典藏計劃 50 筆 

聯合目錄系統平台網址位置：http://ndweb.iis.sinica.edu.tw/dacs/。聯合目錄測

參與單位包括黃銘崇先生、技術小組、聯合目錄小組、後設小組、以及資料測

5計畫單位 資料測試依據聯合目錄系統建置需求書進行測試，如附錄二十

二。

作業測試要點包括：(1)請參與測試人員務必填寫完整的測試報告單資

料，以便後續測試追蹤。(2)請依下列系統功能項目勾選測試有錯誤之分項，並將

報告單的狀況描述中說明清楚。(3)請將錯誤資料畫面及其URL

來。(4)系統功能項目如下：分類瀏覽、資料正確性、檢索功能、系統介面、

檢索結果資料呈現、以及其他等。 

二、 第一次資料測試 

測試報告單，如下。 

試

試的 。

四。資料測試過程中如有發現錯誤，填寫聯合目錄系統測試報告單，如附錄三十

 

系統

測試之錯誤在測試

標示出

第一次測試進行後，由測試人員將錯誤訊息聯傳告聯合目錄工作小組，錯誤

資料統計共計 59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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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人員 資料庫 測試報告單編號 測試報告 
故宮書畫 A001  曾

故宮器物 A002-A003  
秋香 

郭麗芳 中研院植物 A004-A010、A039 植物測試報告 
黃邦欣 中研院漢簡 A011-A015 漢簡測試報告 
王麗蕉 中研院檔案 A016-A019、A053-059  
楊美華 五計畫 A020-A026  
何建明 五計畫 A027-A035  
謝東志 故宮書畫 A036-A038  
城菁汝 中研院植物 A040、A043、A052  
王梅玲 五計畫 A041、A048  
王瓊瑤 故宮 A042  
胡嘉穎 中研院植物 A049-A051  
鄭邦彥 故宮器物 A044-A047  
遲 A043 問題相同  恆昌 中研院漢簡 與城菁汝

黃國斌 中研院檔案 尚無問題  
陳亞寧 五計畫 由城菁汝匯整提出  
陳淑君 五計畫 由城菁汝匯整提出  

以下將發現系統錯誤詳細臚列報告如下。 

(一)分類瀏覽問題 

A 書畫  

1. 謝東志 A036 
 在分類瀏覽下，書畫之下，應根據資料類型區分出書法、繪畫。 

 

2. 謝東志 A037 
 主題和關鍵字、格式欄位，遇到多值的狀況，系統介面無法正確呈現資料。 

 
3. 城菁汝 A043 
 用「書法」為【全文檢索】檢索詞， 「主題」 一直重複上筆資料的詞彙，

如: 

筆：明陸治蔡羽…../ 主題:船夫 

治蔡羽…../主題:船夫湖海     (第二筆主題只有湖海) 

第三筆：明陸治蔡羽…../主題:船夫湖海驢   (第三筆主題只有驢) 

第一

第二筆：明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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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 Core-資料識別】檢索詞時，無法使用 

 

用「故畫 000276N000000000」為【Dub

B 器

曾秋香

 面以分類瀏覽目錄點選器物後，在內容主題畫面中，以所提供之

50 筆資料分別檢索 筆 Title
rnal Server Error”……….等訊息。 

(3) 第 29 筆  釉裡  

(5) 第 筆  有段石錛 
47 筆  三孔石刀 

      

物 

1.  A003 

在系統主畫

，下列六 在第一個顯示的畫面沒有，要再進到第

二個畫面時，呈現”http status 500 – Inte
(1) 第 26 筆  鈞窯葡萄紫出戟尊 
(2) 第 27 筆  粉彩萬年甲子轉心筆筒 

紅三魚高足碗

(4) 第 42 筆  獸面紋爵 
46

(6)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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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第二頁後出現的訊息，如下圖： 以「鈞窯葡萄紫出戟尊」檢索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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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茶葉末六聯瓶」檢索，系統告知有 12 筆，應可直接顯示該筆資料即可，

其他可不必出現，或是該筆資料以不同顏色顯示，以茲區別，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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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關鍵字、著作者、出版者、貢獻者….等，可不必出現這

可，如下圖。 
此筆資料沒有

些條目，只顯示有資料的條目及內容即

 

2. 城菁汝 A043 

 用「半璧」為檢索詞，【全文檢索】出現資料 12 筆，但當用【Dublin Core- 標   
題】檢索時，卻無法檢索。 

C.植物 

1. 郭麗芳 A006 

 目前呈現方式是依綱目科屬種的層級，一個畫面列出同一層級，再選擇進入

某一層級的下一層，須一層一層點選，難以呈現層次隸屬的關係，且無法有

完整架構的概念。 

2. 郭麗芳 A008 

 顯示相關藏品：此處所列並非該主題層級所有的藏品，只列舉部份藏品。 
4. 郭麗芳 A010 
 典藏機構：中央研究院 植物所 台灣本土植物數位化典藏畫面下相關藏品

僅列出四筆，須再點選「台灣本土植物數位化典藏」才能看到所有藏品。 

D.漢簡 

1. 黃

下應該還有數十類，如 A1 宗間阿瑪等，為何並未顯示？ 

邦欣 A013 

 居延漢簡主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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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黃

 容主題後，不管是否點選漢代簡讀，皆會顯示四筆相關藏品，這

同，所以並非亂數

據資料識別來看，為 003.004-003.007，但漢簡的五十筆資料是從

加上其他漢簡主題，相關藏品的顯示是否需要

 

邦欣 A014 

進入考古內

四筆的顯示依據為何？進入此網頁多次，此四筆內容皆相

選取，但依

003.003 開始，所以並非依照順序排列。 
 現今只有居延漢簡資料，一旦

有一定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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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檔

1. 王  A018 

 

 。相關藏品繼續

。 

(二)檢  

欄位查詢有問題，不論是標題、或著作者，均無法查出資料。 

   

 

nfoundry.org/Foundry/Project/Tracker/Display.html?id=1437&Queue

案 

麗蕉

修改建議： 

分類瀏覽時上下層次能展現，檔案的第一層能加入全宗概況

分頁呈現

索功能問題

1. 謝東志 A038 

 繪畫類作品的

2. 何建明 A030 

Subject: 檢索問題 

Ticket <URL: 
http://rt.ope
=67 > 
狀況描述：在聯合目錄首頁（http://ndweb.iis.sinica.edu.tw/dacs/index.jsp）檢

索 王蒙』，共得到 7 筆結果。其中第一筆『元俞和臨王帖 軸   故宮博物

，並沒有『王蒙』這個名詞，即使再多進入一層的網頁

。 

 A032 

Subject: 檢索問題仙人 

 Ticket <URL:  

http://rt.openfoundry.org/Foundry/Project/Tracker/Display.html?id=1439&Queue=67

『

院藏』的對應網頁上

上，還是找不到『王蒙』

3. 何建明

   

  
器物類當中有一項「五彩仙人碗」

（http://ndweb.iis.sinica.edu.tw/dacs/htm/DCDetail.jsp?OID=379&CID=153），但是，在首

頁上檢索「仙人」，卻找不到任何答案。

（http://ndweb.iis.sinica.edu.tw/dacs/htm/FTSearch.jsp）。 

4. 楊美華 A021 

宋林逋手札二帖 冊 逋奉簡三君 

 XML格式  

該資料型態為書法<Type>書法</Type> 

但在內容主題部分卻以<Record>內容主題:書畫:繪晝</Record>表示。 

 查詢結果共 6 頁，第一頁之後其他頁面連結會回到共同目錄系統首頁。 

 「藏品記錄內容」除了“back” “top”之外，應具備下一筆資料”next” 以及最

”供使用者快速瀏覽。 末筆資料”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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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之意義與該作品之時期「宋」之關聯為何，有無與其他資

如考古「人面桃符」之語言為 chi)統一或修正之必要。 

個欄位均可提供檢索。 

 真」檢索，其檢索結果不正確，前兩筆書目資料內找不到檢索值，

 語言:漢文 

漢文一詞所

料類型(

5. 郭麗芳 A004 

 目前 DC15

6. 郭麗芳 A009 

如以「陳智

無法判斷其相關性。 

 

     

美華 A026 7. 楊

主題 Spermatophyta (2)  

(因為圖大小的關係將同一屬種的植物

歸為兩個檔案，請考慮是否合併，或是展現時請明白顯示，有兩種但是四圖) 

 檢索狀況：以主題菊科進行該分類檢索，回應出非菊科之植物，當進行其他

出現相同錯誤，例如會顯示： 

中研院植物所藏 」 

科鐵角蕨科鐵角蕨科鐵角蕨科秋海棠科」。 

 

下面頁數也是顯示錯誤畫面。 

 內容主題分類與相關藏品之顯示不一致 

例如:點選

相關藏品會顯示 4 種~~其中兩種重複

主題檢索時，也

「秋海棠屬   

主題：「菊科菊科菊科菊科鐵角蕨科鐵角蕨科秋海棠科秋海棠科秋海棠科秋

海棠科鐵角蕨

使用 Dublin Core 檢索時，如果系統顯示有三頁，但按第二頁或第三頁時，

會回到 Dublin Core 檢索查詢首頁或是顯示錯誤畫面。 

 在全文檢索時，輸入鐵角蕨科，回覆 90 筆，但其中有許多是錯誤的，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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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蕨屬   中研院植物所藏  

主題：瓶爾小草科   

該項目沒有圖片 

8. 黃邦欣 A011 

 在漢簡主題內，利用限本類查詢破城子，出現 27 筆；在 Dublin Core 檢索內，

下標題「漢簡」以及範圍「破城子」，檢索結果為 37 筆，欲檢查每筆資料時，

點選第二頁和第三頁皆會回到 Dublin Core 檢索畫面。如下圖： 

陰

居延漢簡之下

無細分類。 

 

 

 

破城子歸屬於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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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黃邦欣 A015 

 漢簡每筆 DTD 內皆有 hyperlink 欄位，例如： 

<Hyperlink>http://ndweb.iis.sinica.edu.tw/woodslip_public/System/Detail.jsp? 

regNo=H00013</Hyperlink> 

這個網址連結到漢簡自己的數位典藏系統，在我們的聯合目錄系統內卻未特

別標示出來， 

必須要滑鼠游走到標題之下，才知道原來這個欄位可以點選至這個網址。能

否明確表示出 hyperlink 的功能？尤其在每個標題都叫「漢簡」的情形下。 

 

10. 楊美華 A024 
人面桃符 

 瀏覽目錄資料不

  
夠詳細，無法區辨，可否直接在第一層直接呈現小圖示 

無關鍵字。

 符合查詢字串「人面桃符」之資料共 37 筆。  
 Dublin Core 檢索 

符合查詢條件之資料共 4 筆。 
11. 
元康五年詔書冊(之一) 

昌、定是否合適？ 

 資料識別：066.003 無法顯示館藏地。 

楊美華 A025 

 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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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識別：010.027 無法顯示館藏地。 
 符合查詢字串「元康五年詔書冊」 之資料共 62 筆。  
 Dublin Core 檢索 

符合查詢條件之資料共 8 筆。 

12. 王麗蕉 A016 

 以「外交部」限檔案類檢索，得 19 筆資料， 共 2 頁。 

欲點選第 2 頁，發生以下錯誤： 

 

    

13 19 

 修改建議：(二)全文檢索應包含內容主題及典藏單位。「全文檢索」名稱是

否可調整為一般查詢，或關鍵字查詢？ 

14. 楊美華 A023 

抄送扣留印藥暨嘉興租棧兩案與英使來往節略由 

 格式：

. 王麗蕉 A0

3 頁 
 資料識別：03-18-001-01-025 無法顯示中研院之檔案。 
 語言:中文 
 以全文檢索符合查詢字串抄送扣留印藥暨嘉興租棧兩案與英之資料共 84 筆 
 無法以 Dublin Core 檢索。 

15. 城菁汝 A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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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blin Core】【全文檢索】日期： 

中西曆無法同時檢索，故檔案只能依中國紀年(如:光緒 5 年)檢索，無法對

應至西曆進行檢索。 

【Dublin Core】 無法檢索資料識別碼 

16. 王麗蕉 A055 

 將xmldtd中 <catalog>下的機構：計畫，及內容主題的詳細層次類目，提供

檢索。 

- <Catalog> 

<Record>典藏機構:中央研究院:近史

</Record
所(AS-IMH):近代史近代外交經濟

重要檔案數位典藏計畫 >  

:近史所外交檔案:外交部:商務</Record>  

 </Catalog> 

. 王麗蕉 A057 

 提供讀者選擇呈現資料的排列方式，如依年代， 依地理區等。 

三 檢索結果資料呈現 

1. 何建明 A028 

 Subject：故宮書畫metadata 顯示畫面上，還沒有放圖片。 

acker/Display.html?id=1435&Queue=67

   <Record>內容主題:檔案

  

18

( )

Ticket<URL: 
http://rt.openfoundry.org/Foundry/Project/Tr  

u.tw/npm_public/System/View.jsp?ObjectID=3861&type=1
請參看

http://ndweb.iis.sinica.ed   
請將圖片thumbnail放到這些metadata顯示畫面上。 

2. 楊美華 A022 

五代梁關仝關山行旅 

查詢 

符合查詢字串五代梁關仝關山行旅之資料共 45 筆，以「五代」符合查詢字

串五代之資料共 40 筆。 

 語言

 以「五代梁關仝關山行旅」作簡易

 

繪畫之語言選項本「宋劉松年畫羅漢」之語言具備漢文一項，部分典藏則未

具備語言項目，其中差異為何? 

 關鍵字 

無 

3. 楊美華 A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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茶葉末六聯瓶 

 資料識別  

中瓷 002901N000000000  國立故宮博物院  

「中瓷」意義為何？ 

 檢索結果 

符合查詢字串「茶葉末六聯瓶」之資料共 23 筆，僅一筆符合。 

 

 Dublin

    後無法執行。 

 檢索結果顯示共 2 頁 

之鏈結出現錯誤「HTTP Status 500 - Internal Server Error」 

 Core 檢索 

輸入檢索條件

    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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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楊美華 A023 

興租棧兩案與英使來往節略由 

 

   03-18-001-01-025 無法顯示中研院之檔案。 

 料共 

 

5. 鄭

，建置於器物數位典藏中，

錄中均呈現為亂碼。如「資料識別」為故銅 002377、故銅

其中「標題」（品名）、「描述」（說明文）。而在故玉 006395 中

的尺寸中有缺字，尚以●表示之。 

6. 鄭邦彥 A045 

 器物數位典藏系統中，部分文物之「描述（說明文）」不完整或空白，已重

新確認，如有缺者已補齊，煩請調整，目前在聯合目錄的描述，並不完整（包

括：「資料識別」為中銅 001514、故瓷 016580、中琺 001068、故雜 001374、
故銅 002377、故銅 002044）。 

7. 鄭邦彥 A046 

 內容主題目前之排序方式，器物子計畫研究人員正進行討論中，有關故宮「主

題（類別）」，初步調整如下，唯非正式定稿，僅先參考，待確認後，再向貴

單位說明。 

銅器 他金、銀、鐵器與合金、鍍金器〉 

 

 他寶石、半寶石〉 

 

 皮器 

 

其他

teridophyta、Filicopsida、
Filic 耳蒜屬、長葉羊耳蒜等，但在資料顯示時「主題/關鍵字」一

欄只

抄送扣留印藥暨嘉

 格式 3 頁 

資料識別 

 

 語言:中文 

以全文檢索符合查詢字串 「抄送扣留印藥暨嘉興租棧兩案與英」之資

84 筆。 

無法以 Dublin Core 檢索。 

邦彥 A044 

 「缺字」均採用中研院資訊所開發之構字式

但於聯合目

002392，

  〈包括其

陶瓷器 

玉石器〈包括其

木竹漆器 

牙骨角蚌

琺瑯與玻璃器 

〈包括織品、筆、墨、貨幣、家具、雜項〉 

8. 郭麗芳 A005 

在 XML 資料中，內容主題包括所有層級資料，如

ales、蘭科、羊

出現「蘭科」，而將「羊耳蒜屬、長葉羊耳蒜」放在「標題」一欄。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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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城菁汝 A040 

 以「菊科」檢索，在 Dublin Core 檢索時呈現正常，但在全文檢索時則顯示

結果會不斷出現上一筆的資料，僅最後一個是正確的，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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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非【菊科】。 

做檢索，在 Dublin Core 檢索結果可顯示種名，但在

全文 上圖)。 
ublin Core 檢索時正常，但以全文檢索則會出

現錯 複上一筆結果之狀況。如下圖: 

索詞彙中其中一字符合便會視為檢索結果?) 

「鐵角厥屬」為【鐵角厥

 同樣以「鱗柄鐵角蕨」

檢索時則只顯示「屬名」，(如
 以「溪頭秋海棠」檢索，在 D

誤資料，且同樣會出現重

(全文檢索是否只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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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索結果下方會出現頁數，除第一頁之外，其他頁面皆會連結回檢索畫面。

會跳回檢索畫面，全文檢索則會跳回分類瀏覽目錄，或出現錯

0. 胡嘉穎 A049 

的部份會重複， 如 X 科 X 科 X 科 X 科 X 科 X 科 X 科 X 科 X

11. 

 標題應以中文名呈現，而非如目前以中文屬名呈現。 

例如:中原氏鬼督郵，而非「鬼督郵屬」。 

12. 胡嘉穎 A051 

 連到標籤資料庫的超連結應做在中文名就好，中文屬名不必連結。 

(目前的狀況是兩者都有連結，且連到同一畫面。) 

13. 黃邦欣 A012 

 如果查詢結果超過一頁，無法顯示下一頁或其他頁，會出現： 

1. 

Dublin Core
誤訊息。 

1

 查詢後在主題

科 X 科。 

胡嘉穎 A050 

 

或 2.回到首頁。 

14. 王

 放大的功能，大小圖示均相同，如下例 
 大之後反成為小圖示，如植物有一例： 

梅玲 A048 

有些數位典藏資料小圖示没有

或是該出現小圖示，郤為大圖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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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城菁汝 A052 

以下畫面為進入聯合目錄平台後點選「植物」之呈現畫面— 

同的資料，但因只顯示屬名，故呈現時並無法區別出兩

 

 問題說明： 

第一及第二筆資料為不

者之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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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阿里山鬼都郵」為檢索詞進行檢索，呈現結果如下圖— 

前兩筆的資料為「中原鬼都郵」，後兩筆資料為「阿里山鬼都郵」。由於只顯

名，即使為不同物種的資料，在簡要顯示時也無法看出來，而需一筆一

筆點進去看。 
示屬

 

建議呈現結果： 

建議呈現至最小層級之標題，或只呈現最小層級之標題，範例如下： 

(標示底線僅為強調作用，不具特別意義)。 

 (1)顯示至最小層級之標題 

  

  

鬼都郵屬  中原鬼都郵  中研院植物所 
主題：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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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只呈現最小層級 

16.王麗蕉 A054 

 小圖示變大，解析度不良。如附圖。 

查詢「外交部」限檔案類，點選「嘉興密 飭各團體

靜候解決辦法由」。 

小圖示變大，顯示效果不佳，如下圖。 

 

中原鬼都郵  中
：菊科 

研院植物所 
主題

啟爾案本部已據約辯明切

 

小圖示 (似乎比較正常)，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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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麗蕉 A056 

將xmldtd中 <catalog>下的機構：計畫，及內容主題的詳細層次類目在詳細 
藏品描述資料中完整呈現。 

- <Catalog> 

  <Record>典藏機構:中央研究院:近史所(AS-IMH):近代史

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藏計畫</Record>  

  <Record>內容主題:檔案:近史所外交檔案:外交部:商務

</Record>  

  </Catalog> 

 

典藏機構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AS-IMH):近代史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藏

計畫  

內容主題 

檔案:近史所外交檔案:外交部:商務 

 

 

(四)資料正確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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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麗芳 A007 

 蘭嶼筆筒樹，相同書目資料重複儲存，有兩個資料識別號 90802 與 90803。
另識別號 90801 在資料庫找不到。 

 

2. 郭麗芳 A039  

 題名：台灣馬蘭，相同書目資料重複儲存，有四個資料識別號 89504、89505、
89506、89507。 

 

3. 何建明 A035 

 Subject:植物標本有兩筆相似又不太一致的資料，需要專人查查看 
Ticket <URL: 
http://rt.openfoundry.org/Foundry/Project/Tracker/Display.html?id=1442&Queue=67 > 
麻煩請植物所同仁看看這個網頁上

(http://ndweb.iis.sinica.edu.tw/dacs/htm/Cataloge.jsp?CID=241）（的兩筆資料有沒有

問題。並請查看資料轉換過程中是否有問題。 

(五)系統介面問題 

1. 何建明 A029 

典藏品詳細內容網頁上的hyperlink 
Ticket<URL: 
http://rt.openfoundry.org/Foundry/Project/Tracker/Display.html?id=1436&Queue

 Subject：顯示

=67 > 
狀況：顯示典藏品詳細內容網頁（例如

http://ndweb.iis.sinica.edu.tw/dacs/htm/DCDetail.jsp?OID=8&CID=5）上，每個

欄位（例如資料型態、關連）的值（例如書法、「故宮書畫錄（卷三），第一

 建議：將 hyperlink 只加在「標題」和「資料識別」。其他欄位（例如作者）

應當指到其他語意上關係更密切的網頁（例如作者介紹）。 

2. 何建明

 

Ticket <URL: 
http://rt.openfoundry.org/Foundry/Project/Tracker/Display.html?id=1438&Queue

冊，頁 273」）的hyperlink都指到同一個網頁。 

 

 A031 

Subject：網頁標題不一致。 

=67 >  
網頁http://ndweb.iis.sinica.edu.tw/dacs/htm/DCDetail.jsp?OID=379&CID=153 
標題（出現在IE左上角）是「顯示藏品詳細內容」，但是網頁左上角（顯然

也是標題）又顯示「藏品記錄內容」。請採用更為準確的一致性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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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建明 A034 

 Subject：「顯示藏品詳細內容」網頁設計問題 
Ticke<URL: 
http://rt.openfoundry.org/Foundry/Project/Tracker/Display.html?id=1441&Queue=67 > 
「顯示藏品詳細內容」網頁能否不要顯示沒有值的欄位名稱呢？ 

 

4. 何建明 A033 

 Subject：請植物類提供標本照。 

Ticket <URL: 
http://rt.openfoundry.org/Foundry/Project/Tracker/Display.html?id=1440&Queue=67 > 
植物類的「藏品記錄內容

http://ndweb.iis.sinica.edu.tw /htm/DCDetail.jsp?OID=442&CID=172
」（例如，

/dacs ）當中沒有

圖片，在該資料庫的網頁

（http://db1.sinica.edu.tw/~textdb/test/hast/xmlreport.php?id=45251）上也沒有提供

照片，請修正。 

 

5. 鄭邦彥 A047 

 任何方式之查詢後，有關文物的條列，建議以「時間（年代）」先後為序，

乎未有規則可循。 

6. 王 蕉

修改建議：(五)系統介面部分，增加進階檢索，相關計畫或單位連結。 

 

7. 王梅

 簡介與使用說明，請系統小組提供。 

目前的排序似

 

麗  A017 

 

玲 A041 

缺共同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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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麗蕉 

 「 簡易檢索，在首頁，增加內容主題設限選項，將「限本類」

例，預設值「不限」，如附圖所示。 

A059 

全文檢索」改成

改成 12 內容主題條

 

 

 

 

1. 曾

 
間」 來檢索? 

料之年代著錄，以中文或西文或以大小寫等，是否應該要一致? 

  如：西元 1736-1795 

      西元 1644-1911 年 

       

至前 10 世紀 

不限

器物

檔案

書畫

動物

 

 
植物

 (六)其他問題 

秋香 A002 

器物之原始資料大部份都有 DATE ，而在分類瀏覽目錄時，卻無法用 「時

 而原始資

西元前 9 世紀中業-前 771 年 

約西元前 260-西元 220 年 

約西元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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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800B.C. 

 

2. 王瓊瑤 A042 

 文物圖片的顯示會影響到「主題/關鍵字」欄位與「著作者」欄位版面的顯

示，如果圖片很長(特別是書畫)，兩欄之間會產生多個空白行，使閱讀不便。 

 器物類有些文物資料字無法正確顯示，例如：害?礞痁? 

 書畫分類架構錯誤，且「繪晝

       1115-1368A.D. 

」為錯字。 

 考古/漢代簡牘/居延漢簡/漢簡有 49 筆，從字面實在無法分辨其不同處，若

能先放個小小的預視圖，或許對使用者而言較不會混淆。 

 全文檢索功能似乎較弱，以輸入「元吳鎮漁夫」為例，會出現 24 筆，其中

很多只有一個字相符，且未依符合程度高低予以排序；輸入「故宮」，出現

資料 84 筆，但應為 100 筆。 

 在欄位檢索時，未提供使用者設定布林邏輯選擇，如果同時在多個欄位輸入

資料無法判斷結果究竟為何。 

 

3.王麗蕉 A053 

 檢索結果需不需要提供下載，列印等服務？ 

4. 王麗蕉 A058 

 檢索時，檢索策略及結果能保留。(參考如下圖) 

結果呈現畫面，應有回原檢索畫面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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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議事項 

1.曾秋香 A003(器物) 

 檢索時若以完整 Title 輸入，即完全符合時，直接顯示該筆即可，不必如目

前顯示很多不知有無關聯的 Title。或是將該筆 Title 以不同的顏色標示出來。 

進入每筆資料的顯示畫面，沒有資料的欄位可以不必列出來，以使畫面清晰。 

 測試的資料僅有 XML，沒有原始輸入的資料，無法得知與原始資料的差異

為何?或是資料的轉至 DC 的正確性為何? 

 

2.曾秋香 A001(書畫) 

 資料的輸入， 有些 Title 如：「元張雨書七言律詩」是否應做更進一步的區

分? 

如 「元朝 張雨書 的 七言律詩」。 

  在時間的部份可著錄元朝， 

  另做一的相關 Title 為七言律詩。 

「元張雨書七言律詩」此 Title 應可再作分析，「軸」出現於 Title 有些不妥，

如下圖。 

 

 Relation 部份若有收藏該筆資料，可否連結? 

麗芳 A004(植物) 

 

3. 郭

 建議重新審視 DC15 個欄位是否均提供檢索。 

4. 郭麗芳 A005(植物) 

 建議「主題/關鍵字」一欄應放「Pteridophyta、Filicopsida、Filicales、蘭科、
羊耳蒜屬」，才能包括所有主題，而且在攔位檢索時才能檢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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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標題」一欄僅放「 長葉羊耳蒜」，即植物之學名，否則在 DC 檢索時，

標題攔鍵入「長葉羊耳蒜」，會出現兩筆同樣的資料。 

 

5. 郭麗芳 A006(植物) 

 建議採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http://gbif.sinica.edu.tw/english/home.htm>,所
提供的層級瀏覽方式(如下圖)。 

  

6. 郭麗芳 A008(植物) 

 建議列出所有相關藏品。 

7. 郭麗芳 A010(植物) 

 建議在上一層即列出所有藏品。 

第二次系統測試錯誤資料共 22筆，統計如下： 

測試人員 資料庫 測試報告單編號 測試報告 

 

 

三、 第二次資料測試 

曾秋香 五計畫 B014  
楊美華 五計畫 B001~B004  
謝東志 故宮書畫 B011  
王麗蕉 檔案  B015~B020  
王梅玲 五計畫 B012~B013  
黃邦欣 考古 B021  
郭麗芳 植物 B022  
遲恆昌 中研院漢簡 B005~B008  
黃慧娟 五計畫 B09~B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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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錯誤資料詳細報告如下。 

(一)分類瀏覽問題 

A.漢簡 

1. 遲恆昌 B005 

 目前聯合目錄系統之瀏覽分類架構為考古／漢簡／居延漢簡／（品名） 

與本計畫書所填寫之瀏覽分類架構不合（參見附件），若時間緊迫不便進行

修改，建議應在下一年度進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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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索功能問題 

1. 

 

楊美華

006 24    

 B001 

0以簡號 0 3. 查詢得出 筆 包括

「人面桃符」資料識別 066.003  

 

  內容主題「繪 筆 

做全文檢索則只出現 39 筆。 

細分類 內容分項主題 次主題分類 其次主題分類 
居延漢簡 A1 宗間阿瑪

A2 察汗松治  

A3 蔥都兒

A7 破城子

尼

A14 地灣 

馬民烏蘇

A18 摩洛松

A22 布肯托尼

A27 查科爾帖

A29 白敦子 

A32 金關  

A37 舊屯子 

A41 北大河 

P1 蔥都兒  

P11 布肯托尼 

   A33 地灣 

A35 大灣  A6 破城子  

   A36 阿德克察汗 

A8 破城子  

A10 瓦因托

A16

治 P8 察勉庫篤克 

A21 布肯托尼 P9 博羅松治 

A25 庫庫屋拉 P12 

A28 察汗多可

A42 北大河   

敦煌小方盤城漢

簡 
 

武威剌麻灣漢簡  

考古 漢代簡牘 

羅布淖爾漢簡  

2. 楊美華 B002 

畫」類有 50

但「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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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楊美華  B003 

 在全文檢索中查詢「陶瓷」得出 13 筆，但陶瓷器計有 12 筆，多出一筆。 

『玉「乾隆」璽印』故宮博物院藏，係玉石器，檢索結果，如下圖： 

  

 多出的一筆，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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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dweb.iis.sinica.edu.tw/dacs/index.jsp


4. 楊美華 B004 

外交部 > 商務

。

 B006 

示「主題」，能否考

造成誤解。 

以避免造成誤解。

StartPage=0&CID=

  內容主題 > 檔案 > 近史所外交檔案 >  

 但在第一層使用「商務」查詢，卻查無任何符合之資料

 

5. 遲恆昌

 瀏覽藏品清單時，原資料「主題/關鍵字」一欄僅顯

慮將「關鍵字」一併在瀏覽藏品清單時顯示，以避免

主題（關鍵字）一欄應斷句，

http://ndweb.iis.sinica.edu.tw/dacs/htm/Cataloge.jsp?Page=2&
737  

 

6. 遲恆昌 B007 

 以較寬鬆的字串：「漢簡」進行全文檢索時，符合查詢字串漢簡之資料共 37 筆
（如圖），此檢索結果應該是以「標題」符合者進行檢索，但這是有問題的，

如：元康昭書冊等標題明確之漢簡，或人面桃符等漢簡卻未能檢索出，故以

「漢簡」查詢時應考慮同時檢索瀏覽架構中「考古／漢簡」這一層級，才能

將正確的筆數檢索出

 檢索列表之 2、3 頁無法瀏覽，被連結到聯合目錄首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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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頁無法
瀏覽 

 

索列表出現

簡」，同樣以元康昭書冊、人面桃符進行標題

不正確，被連結到檢索畫面。 

7. 遲恆昌 B008 

 如於標題欄位以字串「漢簡」進行Dublin Core 檢索時，此檢 兩

次回應「漢 檢索亦重複出現。 
 若檢索列表有一頁以上者，則 2、3 頁的連結

2、3頁無法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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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黃慧娟 B010 

 部分，進 ，共檢索到 100 筆資

 

：計畫

從全文檢索 行植物的檢索

3、4、5、6、7 頁，直接跳回系統首頁。 
料，但是點選第 2、

10. 王麗蕉 B019 

 檢索功能，將xmldtd中 <catalog>下的機構 ，及內容主題的詳細層次

類目，提供檢索。 

- <Catalog> 

 <Record>典藏機構：中央研究院：近史所(AS-IM
</Record>  

ord>內容主題：檔案：近史所外交檔案：外交部：商務

g> 

 查詢結果呈現，  <catalog>下的機構：計畫

H)：近代

史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藏計畫

 <Rec
</Record>  

 </Catalo

(三)檢索結果資料呈現 

1. 王麗蕉  B017 

將xmldtd中 ，及內容主題的詳細

層次類目在詳細藏品描述資料中完整呈現。 

- <Catalog> 

 <Record>典藏機構：中央研究院：近史所(AS-IMH)：近代

史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藏計畫</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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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rd>內容主題：檔案：近史所外交檔案：外

典藏機構：

：近代史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

藏計畫  

交部：商務

</Record>  

 </Catalog>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AS-IMH)

內容主題： 

檔案：近史所外交檔案：外交部：商務 

 

2. 黃慧娟 B009 

 在 Dublin Core 檢索的標題、主題/關鍵字中鍵入「植物」，查無任何資料，

如下圖畫面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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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郭麗芳 B022 

 在 XML 資料中，內容主題包括所有層級資料，如 teridophyta、Filicopsida、
顯示時「主題/關鍵字」

」放在「標題」一欄。 

 

 

les、蘭科、
，才能包括所有主題，而且在攔位檢索時才能檢索得到。 

出現兩筆同樣的資料。 

題 

見內容，無法對系統查詢

者提供系統簡單介紹，希補上資料說明。 

Filicales、蘭科、羊耳蒜屬、長葉羊耳蒜等，但在資料

一欄只出現「蘭科」，而將「羊耳蒜屬、長葉羊耳蒜

建議： 

1. 「主題/關鍵字」一欄應放「Pteridophyta、Filicopsida、Filica
羊耳蒜屬」

2. 「標題」一欄僅放「 長葉羊耳蒜」，即植物之學

標題攔鍵入「長葉羊耳蒜」，會

名，否則在 DC 檢索時，

(四)系統介面問

1. 王梅玲 B012 

 系統畫面雖有「共同目錄簡介」「使用說明」，但未

 

2. 王梅玲 B013 

 系統應區分為 service provider 與 data provider 二端設計，data provider 端係

提供數位典藏單位與後設小組可以作為資料匯入與 Metadata XML DTD 等

管理作用，而 service provider 則係提供使用者查詢與管理者使用。目前系統

缺乏這樣清楚的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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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秋香 B014 

像不完整。如下圖，時間、地理、…
 在分類瀏覽目錄之畫面中，有些無法提供檢索者，建議該選項就不要顯示，

否則感覺上好 等，可以不出現。 

 

內容之畫面，若資料沒有該項目，可以不用顯示，以使畫面清晰。

如下圖，該筆資料沒有著錄主題/關鍵字、著作者、出版者….等，則可不必

出現。 

 2.藏品詳細

 

王麗蕉  B015 

 系統介面部分： 

「全文檢索」改成簡 首頁，增加內容主題設限選項，將「

成 12 內容主題條例，預設值「不限」，如附圖所示： 

   
4. 

易檢索，在 限本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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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繫，謝東志先生在二次測試時已獲得 Metadata
知，在期限之內無法協助謝先生進行書畫方面測試資

。因次

形與第一次測試相同，沒有獲得改善。 

 

2. 黃邦欣 B021 

 在藏品清單中，能否依照標題的筆畫順序排列，或是由其他顯而

是依照「資料識別」排列，但對使用者來 甚而延伸，

提供下拉式選單，讓使用

建議之欄位為標題、著作者、主題、資料

五)其他問題 

1. 謝東志 B0111 

經由電話聯 小組城菁汝的告

料欄位的正確性檢驗，

目前系統測試錯誤的情因此在二次測試的期限內無法完成資料的測試

不限

器物

檔案

動物

植物

書畫

易見的欄位

決定？目前 說沒有意義。

能否讓使用者自行決定使用何種欄位排序？是否可

者選擇所要呈現資料的排列方式，

是別號、關鍵詞、日期、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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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 結果需不需要提供下載、列印等服務？ 

 

4. 王麗蕉 B018 

 檢索時，檢索策略及結果能保留。(參考下圖) 

結果呈現畫面，應有回原檢索畫面的選項。 

3. 王麗蕉 B016 

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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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麗蕉 B022 

結果顯示時，圖示解析度有問題，見附圖。  

 

四、 聯合目錄系統測試錯誤訊息處理報告 

息處理報告 

A、分類瀏覽 

問題陳述 處理決議 

(一)第一次測試錯誤訊

1. 
在分

黃國倫：應是資料在移轉中出錯，所

以會再進行修正。建議在輸出時各

料欄位即

謝東志 A036 
類瀏覽下，書畫之下，應根據資料類型區分出書

法、繪畫。 計畫能提供對照表。 
陳淑君：只要回歸原本的資
可。 

2.  謝東志 A037 
主題和關鍵字、格式欄位，遇到多值的狀況，系統介面
無法正確呈現資料。 

范紀文：這是資料輸出的問題。 
黃國倫：主題內容與作品內容的欄位
對照上不同，因此會出現輸出上的不
合。可以進行修正。 

3. 城菁汝 A043 
用「書法」為【全文檢索】檢索詞，「主題」一直重複
上筆資料的詞彙。 
 

范紀文：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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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陳述 處理決議 

4. 曾秋香 A003 
在系統主畫面以分類瀏
畫面中，以所提供之 50 筆資料分別檢索，下列六筆 Title

面時，呈
or”………等訊息。

范紀文：已修正。 
覽目錄點選器物後，在內容主題

在第一個顯示的畫面沒有，要再進到第二個畫
現”http status 500 – Internal Server Err

5. 
資料 12 筆，但

當用

范紀文：目前正在修正，查詢結果的
資料的顯示也會進行修正。 

城菁汝 A043 
用「半璧」為檢索詞，【全文檢索】出現

【Dublin Core- 標   題】檢索時，卻無法檢索。

6. 
目前呈現方式是依綱目科屬種的層級

不
來做。

郭麗芳 A006 范紀文：因為各主題的呈現方式
一，所以無法根據建議的層級，一個畫面列出同

一層級，再選擇進入某一層級的下一層，須一層一層點
選，難以呈現層次隸屬的關係，且無法有完整架構的概
念。 

7. 麗芳 A008 
顯示相關藏品：此處所列並非該主題層級所有的藏品，
列舉部份藏品。 

范紀文：相關藏品目前呈現每計畫所
提出的前四筆資料。 

郭

只

8. 
藏機構：中央研究院 植物所 台灣本土植物數位化

郭麗芳 A010 范紀文：這是從每個計畫提出的前四
筆，名稱可以修改。 典

典藏畫面下相關藏品僅列出四筆，須再點選「台灣本土
植物數位化典藏」才能看到所有藏品。 

相關藏品修改為藏品樣本。 

9. 邦欣 A013 
數十類，如 A1 宗間阿瑪

，為何並未顯示？ 

漢簡遲恆昌：典藏單位會再與系統人
員確認其資料層級。 

黃

居延漢簡主題之下應該還有
等

10.  A014 
.進入考古內容主題後，不管是否點選漢代簡讀，皆會
示四筆相關藏品，這四筆的顯示依據為何？進入此網
多次，此四筆內容皆相同，所以並非亂數選取，但依
資料識別來看，為 003.004-003.007，但漢簡的五十筆
料是從 003.003 開始，所以並非依照順序排列。 

.現今只有居延漢簡資料，一旦加上其他漢簡主題，相
藏品的顯示是否需要有一定的公式？ 

范紀文：這是從每個計畫提出的前四
筆。 
相關藏品修改為藏品樣本。 

 黃邦欣

1
顯
頁
據
資

2
關

11. 王麗蕉 A018 
修改建議：(一)分類瀏覽，上下層次能展現，檔案的第
一層能加入全宗

建議將上提的問題的結果做匯集，相

關藏品修改為藏品樣本，再列出商務
的 4筆和借款 4筆下面再註明More。概況. 相關藏品繼續分頁呈現。 

B、檢索功能問題 

問題陳述 處理決議 

1. 謝東志 A038 黃國倫：有問題存在，會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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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類作品的欄位查詢有問題，不論是標題、或著作者，均
無法查出資料。 

行確認與修正。 

2 何建明 A030 
/ndweb.iis.sinica.edu.tw/dacs/index.jsp在聯合目錄首頁（http:/ ）

檢索『王蒙』，共得到 7 筆結果。其中第一筆『元俞和臨王帖
軸   

范紀文：已解決。 

故宮博物院藏』的對應網頁上，並沒有『王蒙』這個名
詞，即使再多進入一層的網頁上，還是找不到『王蒙』。 

3. 
 Subject：檢索問題仙人，
http:/

何建明 A032 

/rt.openfoundry.org/Foundry/Project/Tracker/Display.html?id=1439&Qu
eue=67  
器物類當中有一項「五彩仙人碗」
（http://ndweb.iis.sinica.edu.tw/dacs/htm/DCDetail.jsp?OID=379&CID=153
）。但是，在首頁上檢索「仙人」，卻找不到任何答案

du.tw/dacs/htm/FTSearch.jsp（http://ndweb.iis.sinica.e ）。 

范紀文：已解決。 

4. 楊美  華 A021 
1.XML格式 該資料型態為書法<Type>書法</Type>但在內容
主題部分卻以<Record>內容主題:書畫:繪晝</Record>表示 

黃國倫：應是資料在移轉中出

錯，所以會再進行
議在輸
照表。2.查詢結果共 6 頁，第一頁之後其他頁面連結會回到共同目

錄系統首頁 
「藏 具備下一筆資
料”next”  
3.語言:漢文 
漢文一詞所表達之意義與該作品之時期「宋」之關聯為何，

他資料類 考古「人面桃符」之語言為
或修正之必要。 

修正。建
出時各計畫能提供對
 

陳淑君：只要回歸原本的資料
欄位即可。 品記錄內容」除了“back” “top”之外，應

以及最末筆資料”last”供使用者快速瀏覽

有無與其 型(如 chi)統一

5. 郭麗芳 A004 
目前 DC15 個 均可提供

范紀文：目前 DC 欄位是

依 ”and ”的關聯來做檢索，但
題，會進行修正。 

欄位 檢索。 
仍有問

6. 郭麗芳 A009 
索，其檢 書目資料

到檢索值，無法判斷

 
 

范紀文：全文檢索的問題都已
解決。 如以「陳智真」檢

內找不
索結果不正確，前兩筆
其相關性。 

問題 處理決議 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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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26 
1.內容主題分 相關藏品之顯示不一致 
例如:點選主題 Spermatophy 其
中兩種重複 大小的關 兩個

考 合併，或是展現時請明白顯示，有兩種但
是四圖) 
2.檢索狀況：以主題菊科進
植物，當進 檢索時，也出現相同錯誤例如會顯示

秋海棠屬  植物所藏

主題：菊科菊科菊科菊科鐵角蕨科鐵角蕨科秋海棠科秋海棠
科

內容主題分 關藏品之

3.使用 Dubl 時，
頁或第三頁時，會回到 Dublin Core 檢索查詢首頁或是顯示
錯誤畫面。 
4.在全文檢索時，輸入鐵角

面頁數也

5.陰地蕨屬   中 院植物所

主題：瓶爾小草科  該項目沒有圖片

城菁汝：1.單位照片相同是因為

其可能是同一標本，但只是大
小標本上的不同。 
范紀文：2.目前仍在修改。3~5
的問題已經解決。 

 楊美華 A
類與

ta (2) 相關藏品會顯示 4 種~~
(因為圖 係將同一屬種的植物歸為

檔案，請 慮是否

行該分類檢索，回應出非菊科之
行其他主題

 中研院   

科秋海棠 秋 
類與相 顯示不一致 
in Core 檢索 如果系統顯示有三頁，但按第二

蕨科，回覆 90 筆，但其中有許多
是錯誤的，點選下 是顯示錯誤畫面。 

研 藏  
 

8. 黃邦欣 A01
題 類查 在 Dublin 

Core 檢索內 題「漢簡
果為 37 筆，欲檢查每筆資料

Dublin Core 檢索畫面。 

范紀文：已解決。 1 
在漢簡主 內，利用限本 詢破城子，出現 27 筆；

，下標 」以及範圍「破城子」，檢索結
時，點選第二頁和第三頁皆會回

到

9. 黃邦欣 A015 
漢簡每筆 DTD 內皆有 hyperlink 欄位，例如： 
<Hyperlink>http://ndweb.iis.sinica.edu.t il.js
p?regNo=H00013</Hyperlink> 

連結到漢簡自己的 目
錄系統內卻未特別標示出來 ，
才知道原來這個欄位可以點
hyperlink 的功能？尤其在每個標題都叫漢簡的情形下。 

 
 
 

不同顏色來標
示，可以解決。 
 w/woodslip_public/System/Deta

這個網址 數位典藏系統，在我們的聯合
，必須要滑鼠游走到標題之下
選至這個網址。能否明確表示出

城菁汝：可以用

 

問題陳述 處理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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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楊美華 A024 
人面桃符： 
. 瀏覽目錄資料不夠詳細， 可否直接在第一層直
接

2. 無

3. 資料識別：066.003 無法顯示館藏地 
. 符  37 筆  

5. D 料共 4 筆 

遲恆昌：人面桃符無關鍵字是
正常的。 
而圖示區別問題待下年度再進

 

1 無法區辨，
呈現小圖示 
關鍵字 

4 合查詢字串人面桃符之資料共

ublin Core 檢索符合查詢條件之資

行。 
范紀文：其餘問題已解決。

11. 楊美

元康五年詔書冊(之一) 
1. 關

. 資料識別：010.027 無法顯示館藏地 
3. 符合查詢字串 元康五年詔書冊 之資料共 62 筆  
4. Dublin Core 檢索符合查詢條件之資料共 8 筆 

簡上的文
名。 
字的問題已經解

華 A025 

鍵字：昌、定是否合適 
2

遲恆昌：昌、定是漢
字，應是人

城菁汝：關鍵
決。 

12. 王麗

以「 料。 共 2 頁欲點
選第

蕉 A016 
外交部」。 限檔案類檢索，得 19 筆資
2 頁，發生錯誤。 

范紀文：修正中。 

13. 王麗

改 藏單位。「全
文檢 字查詢。 

部份的修改沒問

架構的更動無法

蕉 A019 
修 建議：(二)全文檢索應包含內容主題及典

索」名稱是否可調整為一般查詢，或關鍵

黃國倫：小

題，但若是大
在現階段完成。 

14. 楊美

抄送 案與英使來往節略由 
1. 格

華 A023 
扣留印藥暨嘉興租棧兩

式：3 頁 
2. 資 顯示中研院之檔案 
3. 語

4. 以 案
與

. 無

的問題都已解決。

料識別：03-18-001-01-025 無法

言:中文 
全文檢索符合查詢字串抄送扣留印藥暨嘉興租棧兩
英之資料共 84 筆 

5 法以 Dublin Core 檢索 

范紀文：檢索

15. 城菁

1.【D
西 依中國紀年(如:光緒 5 年

檢索 索。 
2.【D 別碼 

一問題的解汝 A052 
ublin Core】【全文檢索】日期： 

中 曆無法同時檢索，故檔案只能 )  
，無法對應至西曆進行檢

ublin Core】無法檢索資料識

下年度再進行這
決。 

  

C、檢索

決議 

結果資料呈現 

問題陳述 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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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建明 A028 
1.Sub
片 
Ticke

// y/Project/Tracker/Display.html?

ject：故宮書畫metadata 顯示畫面上，還沒有放圖

t<URL: 
rt.openfoundry.org/Foundrhttp:

id=1435&Queue=67
2.請參
http:// iew.jsp?Obj

看
ndweb.iis.sinica.edu.tw/npm_public/System/V

ectID=3861&type=1  請將圖片thumbnail放到這些
ata顯示畫面上。 metad

謝東志：這是故宮圖檔本身的問題，
目前無法輸出。 

2. 楊美

1.以「

符合 5 筆，以
五  

2.語言

華 A022 
五代梁關仝關山行旅 
五代梁關仝關山行旅」作簡易查詢 

查詢字串五代梁關仝關山行旅之資料共 4
「 代」符合查詢字串五代之資料共 40 筆

 
繪畫之語言選項本「宋
一項，部分典藏則未具備語言項目，其中差 為何? 
3.關鍵字

解決。 范紀文：檢索的問題都已

劉松年畫羅漢」之語言具備漢文
異

 無 

3. 
別 中瓷 0 故宮博物院

2.「中瓷」意義為

果：符合查 聯瓶」之資料共 23 
筆符合 

4.Dublin Core 檢索 輸入檢索條件後無法執行 
 第二頁之鏈結出現錯誤「HTTP 

Status 500 - Internal Server Error

鄭邦彥 ，代表各單位物品所
有的代

范紀文：檢  

楊美華 A020 
1.資料識 02901N000000000  國立

何 
3.檢索結 詢字串「茶葉末六
筆，僅一

：「中瓷」
號。 

索問題已解決。

5.檢索結果顯示共 2 頁
」 

4. 
抄送扣留印藥暨嘉興租棧兩案與英使來往節略由 
楊美華 A023 

1.格式：3 頁 
2.資料識別：03-18-001-01-025 無法顯示中研院之檔案

3.語言:中文 
4.以全文檢索符合查詢字 留印藥暨嘉興租棧
兩案

5.無

范紀文：檢索問題已解決。 

串 抄送扣
與英之資料共 84 筆。 
法以 Dublin Core 檢索 

問題陳述 處理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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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鄭邦

「缺 於器
物數 ，但於聯合目錄中均呈現為 「資
料識
名）、「描述」（說明文）。而在故玉 006395 中的尺寸中
有缺

論。 
黃國倫：會進行修改，缺字部分尚未
進行修正。 

彥 A044 黃銘崇：另案討

字」均採用中研院資訊所開發之構字式，建置
位典藏中 亂碼。如
別」為故銅 002377、故銅 002392，其中「標題」（品

字，尚以●表示之。 

5. 鄭邦

器物數位典藏系統中，部分文物之「描述（說明文）」
不完整或空白，已重新確認，如有缺者已補齊，煩 請
調整 括：「資
料識 001514、故瓷 016580 001068、
故雜  

 彥 A045 第二階段再解決。

，目前在聯合目錄的描述，並不完整（包
別」為中銅 、中琺
001374、故銅 002377、故銅 002044）。

6. 鄭邦彥 A046 
1.內容主題 
進行 」，初步調整如下，
唯非
明。 
2.銅器 他金、銀、鐵器與合金、鍍金器〉 
3.陶
4.玉石器〈包括其他寶石、半寶石〉 
5.木
6.牙
7.琺
其他〈包括織品、筆、墨、貨幣、家具、雜項〉 

鄭邦彥：這個調整非正式定稿，會再
做確定後通知大家。 目前之排序方式，器物子計畫研究人員正

討論中，有關故宮「主題（類別）
正式定稿，僅先參考，待確認後，再向 貴單位說

 〈包括其

瓷器 

竹漆器 
骨角蚌皮器 
瑯與玻璃器 

7. 郭麗芳

在 X
胡嘉穎：目前是沒有問題。  A005 

ML 資料中，內容主題包括所有層級資料，如
teridophyta、Filicopsida、Filicales、蘭科、羊耳蒜屬、
長葉羊耳蒜等，但在資料顯示時「主題/關鍵字」一欄
只出現「蘭科」，而將「羊耳蒜屬、長葉羊耳蒜」放在
「標題」一欄。 

8. 城菁汝 A040 
Dublin Core 檢索時呈現正常，但

在全

 

范紀文：已解決。 
1.以「菊科」檢索，在

文檢索時則顯示結果會不斷出現上一筆的資料，僅
最後一個是正確的。 
 

 

問題陳述 處理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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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同樣以「鱗柄鐵角蕨」做檢索，在Dublin Core檢索結  
果可顯示種名，但在全文檢索時則只顯示「屬名」。 

，在 Dublin Core 檢索時正常，
但以全文檢索則會出現錯誤資料，且同樣會出現重複上
一筆 果 中一
字符合便會視為檢索結果?) 

3.以「溪頭秋海棠」檢索

結 之狀況(全文檢索是否只要檢索詞彙中其

9. 胡嘉穎 
查詢後在主題的部份會重複，如 X 科 X 科 X 科 X 科。

范紀文：檢索問題已解決，日期部分
暫不討論。 

A049 

10. 胡嘉穎 A050 
現，而非如目前以中文屬名呈現例

如:中原氏鬼督郵(而非「鬼督郵屬」) 

資料轉出時請先確定資料的呈現屬
性。第二階段再進行修正。 標題應以中文名呈

11. 胡嘉穎 A051 
連到標籤資料庫的超連結應做在中文名就好
不必 結
面)

行修正。 第二階段再進

,中文屬名
連 (目前的狀況是兩者都有連結，且連到同一畫

 

12. 黃邦欣 A012 
如果查詢結果超過一頁，無法顯示下一頁或其他頁或 2.
回到首頁。 

范紀文：已解決。 

13. 王梅玲 A048 
1.有 資料小圖示没有放大的功能，大小圖示
均相同。 
2.或

 

范紀文：因為每各計畫典藏品的大小

不同，所以無法都採同一大小來顯
示，且各計畫僅提供單一大小圖示。

些數位典藏

是該出現小圖示，郤為大圖示，放大之後反成為小
圖示。 

14. 城菁

1.進入
及第二筆資

2. 阿里山鬼都郵」 檢索詞進行檢索，呈現結果，
前兩 都郵」，後兩筆資料為「阿里
山鬼都郵」。由於只顯示屬名，即使為不同物種的資料，
在簡

. (二) 建議呈現結果 
議呈現至最小層級之標題，或只呈現最小層級之標
。 

范紀文：已解決。 
解決。 

汝 A052 
聯合目錄平台後點選「植物」之呈現畫面—第一

料為不同的資料，但因只顯示屬名，故呈現
時並無法區別出兩者之不同。 

另一問題第二階段再進行

以「 為
筆的資料為「中原鬼

要顯示時也無法看出來，而需一筆一筆點進去看。

3
建
題

 

D、資料正確性問題 

問題陳述 處理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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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麗芳 A007 
蘭嶼筆筒樹，相同書目資料重複儲存，有兩個資料識別

90803。另識別號 90801 在資料庫找不到。

黃國倫：90801 此筆會再進行確認。

城菁汝：這是不同標本，但是是同一

種植物的大小標本，所以沒有問題。號 90802 與

2. 郭麗芳 A039  
題名：台灣馬蘭，相同書目資料重複儲存，有四個資料

識別號 89504、89505、89506、89507。 

城菁汝：這是不同標本，但是是同一

種植物的大小標本，所以沒有問題。

3. 何建明 A035 
Subject:植物標本有兩筆相似又不太一致的資料，需要

專人

 Ticket <URL: 
http://rt.openfoundry.org/Foundry/Project/Tracker/Display.html?

查查看 

id=1442&Queue=67 > 
麻煩請植物所同仁看看這個網頁上

(http://ndweb.iis.sinica.edu.tw/dacs/htm/Cataloge.jsp?CID=241
）（的兩筆資料有沒有問題。並請查看資料轉換過程中

是否有問題。 

黃國倫：90801 此筆會再進行確認。

城菁汝：這是不同標本，但是是同一

種植物的大小標本，所以沒有問題。

 

E、系統介面問題 

問題陳述 處理決議 

1. 何建明 A029 

1.顯示典藏品詳細內容網頁上的hyperlink 
 Ticket<URL: 
http://rt.openfoundry.org/Foundry/Project/Tracker/Display.
html?id=1436&Queue=67 > 
2.狀 品詳細內容網頁（例如

http://ndweb.iis.sinica.edu.tw/dacs/htm/DCDetail.jsp?OID
況：顯示典藏

=8&CID=5）上，每個欄位（例如資料型態、關連）的

值（例如書法、『故宮書畫錄（卷三），第一冊，頁 273』）
的hyperlink都指到同一個網頁。 

3.建議：將 hyperlink 只加在「標題」和「資料識別」。

其他 位（ 應當指到其他語意上關係更密切

的網頁（例如作者介紹）。 

 

 

 

范紀文：已修正。 

欄 例如作者）

問題陳述 處理決議 

 170



2. 何建明 A031 

Subject：網頁標題不一致。 

Ticket<URL: 
http://rt.openfoundry.org/Foundry/Project/Tracker/Display.
html?id=1438&Queue=67 > 網 頁

http://ndweb.iis.sinica.edu.tw/dacs/htm/DCDetail.jsp?OID
=379&CID=153 標題（出現在IE左上角）是「顯示藏品

詳細內容」，但是網頁左上角（顯然也是標題）又顯示

「藏品記錄內容」。請採用更為準確的一致的標題。 

范紀文：已修正。 

3. 何建明 A034 

Subject：「顯示藏品詳細內容」網頁設計問題 
 Ticke<URL: 
http://rt.openfoundry.org/Foundry/Project/Tracker/Display.html?
id=1441&Queue=67 > 
「顯示藏品詳細內容」網頁能否不要顯示沒有值的欄位

名稱呢？ 

范紀文：現階段不會更動。 

4. 何建明 A033 

提供標本照。 

范紀文：已修正。 

 Subject：請植物類

5. 鄭邦彥 A047 

任何方式之查詢後，有關文物的條列，建議以「時間（年

代）」先後為序，目前的排序似乎未有規則可循。 

范紀文：目前是按照標題的筆劃來排

列。 

6. 王麗蕉 A017 

修改建議：(五)系統介面部分，增加進階檢索，相關計

畫或單位連結。 

目前暫不處理系統介面的問題。 

7. 王梅玲 A041 

缺共同目錄簡介與使用說明，請系統小組提供。 

范紀文：目前因為工作上的緊迫，無

法有時間撰寫目錄簡介與使用說

明，是否可以增派人手支援。 

 

F、其他 

問題陳述 處理決議 

1. 曾秋香 A002 

1.器物之原始資料大部份都有 DATE ，而在分類瀏覽

目錄時，卻無法用「時間」來檢索? 

2.而原始資料之年代著錄，以中文或西文或以大小寫

暫不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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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否應該要一致? 

 

問題陳述 處理決議 

2. 王瓊瑤 A042 

1.文物圖片的顯示會影響到「主題/關鍵字」欄位與「著

作者」欄位版面的顯示，如果圖片很長(特別是書畫)，
兩欄之間會產生多個空白行，使閱讀不便 

2.器物類有些文物資料字無法正確顯示，例如：害?礞痁?

3.書畫分類架構錯誤，且「繪晝」為錯字 

4.考古/漢代簡牘/居延漢簡/漢簡有 49 筆，從字面實在無

法分辨其不同處，若能先放個小小的預視圖，或許對使

用者而言較不會混淆 

5.全文檢索功能似乎較弱，以輸入「元吳鎮漁夫」為例，

會出現 24 筆，其中很多只有一個字相符，且未依符合

程度高低予以排序；輸入「故宮」，出現資料 84 筆，但

應為 100 筆。 

6.在欄位檢索 用者設定布林邏輯選擇，如

果同時在多個欄位輸入資料無法判斷結果究竟為何？ 

范紀文：檢索的問題已經修正。 

其餘問題已在其他相同問題中回覆。

時，未提供使

 

G、建議事項

問題陳述 處理決議 

 

1. 曾秋香 A003(器物) 

1. 檢索時若以完整 Title 輸入，即完全符合時，直接顯

示該筆即可，不必如目前顯示很多不知有無關聯的

Title。或是將該筆 Title 以不同的顏色標示出來。進

入每筆資料的顯示畫面，沒有資料的欄位可以不必

列出來，以使畫面清晰。 

2. 測試的資料僅有 XML，沒有原始輸入的資料，無法

得知與原始資料的差異為何?或是資料的轉至DC的

正確性為何? 

范紀文：會進行修正。 

鄭邦彥：關於深入資料顯示的部分需

又正式行文，才能作進一步資料的提

供。 

2. 曾秋香 A001(書畫) 

1.資料的輸入，有些 Title 如：「元張雨書七言律詩」是

否應做更進一步的區分? 

如「元朝 張雨書 的 七言律詩」在時間的部份可著錄

謝東志：這個問題應該不能為了這個

系統而進行修改。相關連結部分並無

法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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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另做一的相關 Title 為「七言律詩」。 

3. Relation 部份若有收藏該筆資料，可否連結? 

 

 

問題陳述 處理決議 

3. 郭麗芳 A004(植物) 

建議重新審視 DC15 個欄位是否均提供檢索。 

范紀文：會再進行確認。 

4. 郭麗芳 A005(植物) 

1.建議「主題/關鍵字」一欄應放「Pteridophyta、
Filicopsida、Filicales、蘭科、羊耳蒜屬」，才能包括所

有主題，而且在攔位檢索時才能檢索得到。 

2.建議「標題」一欄僅放「長葉羊耳蒜」，即植物之學

名，否則在 DC 檢索時，標題攔鍵入「長葉羊耳蒜」，

會出現兩筆同樣的資料。 

胡嘉穎：目前是沒有問題。 

5. 郭麗芳 A006(植物) 

建議採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 

無法依此型式呈現。 

6. 郭麗芳 A008(植物) 

建議列出所有相關藏品。 

相關藏品修改為藏品樣本。 

7. 郭麗芳

建議在上一層即列出所有藏品。 

相關藏品修改為藏品樣本，所有藏品

修改為藏品清單。 
 A010(植物) 

 

二、第二次測試錯誤訊息處理報告 

技術小組范紀文先生，對於第二次測試報告所提出之系統功能錯誤的部分，

表示皆已經修改完畢，其餘系統功能之問題，留待下年度計畫會再進行修正。關

於目錄介面設計的問題，下年度可進行系統使用者意見調查，再討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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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聯合目錄工作小組網站建置 

第一節、網站簡介與架構 

網站 目錄建置計畫 
URL：ht /

名稱：國家數位典藏聯合

tp:/ www.liaslab.nccu.edu.tw
IP位址：http://140.119.61.171
網頁維護：ftp://www.liaslab.nccu.edu.tw

國家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建置計畫為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內容發展分
項計畫，網站建置目的為提供本工作小組內部研究所需，連結各項數位典藏計
畫、技術文件、蒐集相關研究參考資源，並提供其他合作計畫工作團隊聯繫管道。 

國家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工作小組網站主體架構分為七部份：計畫簡介、數位
典藏計畫、小組研討資料、相關技術文件、聯合目錄測試系統、網頁搜尋、連絡
我們，如圖 6-1。網頁內容暨連結子畫面詳見第三節、網站內容主畫面。 

 
 
 
 
  
 
 
 
 
 
 
 
 
 
 
 
 
 

 

圖 6-1 國家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工作小組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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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劃簡介 

簡述本計畫緣起、內容與目標。 

二、 數位典藏計畫 

提供機構瀏覽、主題瀏覽、公開徵求計畫瀏覽、數位典藏資料庫系統，每項

分類瀏覽分別依照 9 個數位典藏機構、12 項主題、公開徵求計畫排序呈現。 

1. 依機構分類 

機構瀏覽包括中央研究院、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國立故宮博物院、國立臺灣大學、國立歷史博物館、國史館、國史館臺灣文獻館

及國家圖書館 9 個數位典藏單位，提供各機構數位典藏計畫名稱、簡介、網址、

主網頁畫面等資訊，並連結至各數位典藏計畫網站，詳見表 6-1。 

2. 依主題小組分類 

12 項主題小組分類，包括動物、植物、人類學、檔案、地圖與遙測影像、

金石拓片、善本古籍、考古、器物、書畫、地質、新聞，提供各主題數位典藏計

畫名稱、簡介、所屬機構、網址、主網頁畫面等資訊，詳見表 6-2。 

3. 公開徵求數位典藏計畫 

公開徵求 6-3。 

表 6-1 機構分類一覽表 

數位典藏計畫清單如表

機構名稱 主題 計畫名稱 
台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台灣魚類相之數位典藏 

動物
台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台灣貝類相之數位典藏 

植物 台灣本土植物數位典藏 
史語所民族學調查標本、照片與檔案 

人類學 
台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 
史語所內閣大庫檔案 

檔案 
近史所檔案館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典藏計畫 

地圖與遙測影

像 近代中國歷史地圖與遙測影像典藏計畫 

金石拓片 史語所拓片及古文書數位典藏計畫 
史語所傅斯年圖書館藏善本圖籍 

善本古籍 
史語所民族學調查標本、照片與檔案 

中央研究院 

考古 史語所考古發掘遺物、照片、記錄與檔案 

文化建設委員會 書畫 

文化藝術數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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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主題 計畫名稱 
動物博物館典藏數位化計畫 

動物
昆蟲標本館典藏數位化計畫 

植物 植物標本館數位典藏計畫 
地質 台灣地質科學典藏數位化計畫 
人類學 台灣大學人類學系典藏文物數位化計畫 
檔案 台灣文獻文物典藏數位化計畫 
金石拓片 台灣文獻文物典藏數位化計畫 

國立臺灣大學 

考古 台灣大學人類學系典藏文物數位化計畫 
檔案 故宮清代檔案數位典藏子計畫 
器物 故宮器物數位典藏子計畫 
書畫 故宮書畫數位典藏子計畫 

故宮博物院 

善本古籍 故宮善本古籍數位典藏子計畫 
動物模式標本典藏數位化子計畫 

動物 
台灣特有及重要館藏標本典藏數位化 
台灣維管束植物相典藏數位計畫 
台灣非維管束植物暨地衣子計畫 植物 
台灣真菌之數位典藏 

地質 地質學典藏數位計畫 
人類學 台灣原住民民族誌標本典藏數位化計畫 

自然科學博物館 

考古 台灣中部考古學蒐藏之數位化 
金石拓片 古籍文獻典藏數位化 
善本古籍 古籍文獻典藏數位化 

國家圖書館期刊報紙典藏數位化計畫 
國家圖書館 

新聞   
台灣地區地方文獻典藏數位化計畫 

國史館 檔案 國史館典藏國家檔案與總統文物數位化中程計畫 
國史館台灣文獻

館 檔案 典藏日據與光復初期史料數位化 

人類學 國家歷史文物數位典藏計畫 
器物 國家歷史文物數位典藏計畫 
書畫 國家歷史文物數位典藏計畫 
金石拓片 國家歷史文物數位典藏計畫 

歷史博物館 

考古 花蓮港口遺址考古標本數位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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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十二主題分類一覽表 

 
主題 計畫名稱 計畫單位 

台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台灣魚類相之數位典藏 中央研究院 
台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台灣貝類相之數位典藏 中央研究院 
動物博物館典藏數位化計畫 國立臺灣大學 
昆蟲標本館典藏數位化計 國立臺灣大學 畫 
動物模式標本典藏數位化子計畫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動物 

化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台灣特有及重要館藏標本典藏數位

台灣本土植物數位典藏 中央研究院 
植物標本館數位典藏計畫 國立臺灣大學 
台灣維管束植物相典藏數位計畫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台灣非維管束植物暨地衣子計畫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植物 

台灣真菌之數位典藏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地質學典藏數位化計畫—脊椎動物化石子計畫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地質組

地質學典藏數位化計畫—礦物子計畫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地質組地質

系 
 

臺灣大學地質科學典藏數位化計畫  國立臺灣大學地質科學

史語所民族學調查標本、照片與檔案 中央研究院 
台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 中央研究院 
台灣大學人類學系典藏文物數位化計畫 國立臺灣大學 
台灣原住民民族誌標本典藏數位化計畫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人類學 

國家歷史文物數位典藏計畫 歷史博物館 
史語所內閣大庫檔案 中央研究院 
近史所檔案館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典藏計畫 中央研究院 
台灣文獻文物典藏數位化計畫 國立臺灣大學 
故宮清代檔案數位典藏子計畫 故宮博物院 
國史館典藏國家檔案與總統文物數位化中程計畫 國史館 

檔案

史料數位化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典藏日據與光復初期

故宮文物數位典藏系統之研製－器物數位典藏子計畫國立故宮博物院 
器物 

計畫 國立歷史博物館 國家歷史文物數位典藏

故宮文物數位典藏系統之研製－書畫數位典藏子計畫國立故宮博物院 
國家歷史文物數位典藏計畫 國立歷史博物館 
文化藝術數位典藏計畫 文建會 

書畫 

昆蟲標本館典藏數位化計畫 國立臺灣大學 
地圖與遙測

影像 
近代中國歷史地圖與遙測影像典藏計畫 中央研究院 

史語所拓片及古文書數位典藏計畫 中央研究院 
台灣文獻文物典藏 國立臺灣大學 數位化計畫 
古籍文獻典藏數位化 國家圖書館 

金石拓片 

國家歷史文物數位典藏計畫 歷史博物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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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計畫名稱 計畫單位 
史語所珍藏歷史文物數位典藏計畫—史語所傅斯年圖

書館藏善本圖籍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史語所珍藏歷史文物數位典藏計畫—史語所民族學調

查標本、照片與檔案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故宮文物數位典藏系統之研製－善本古籍數位典藏子

計畫 
國立故宮博物院 

善本古籍 

國家圖書館古籍文獻典藏數位化計畫 國家圖書館 
史語所珍藏歷史文物數位典藏計畫—考古發掘遺物、中央研究院 
照片、記錄與檔案 
人類學數位典藏子計畫—台灣中部考古學蒐藏數位化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花蓮港口遺址考古標本數位化計畫（預計 94 年進行）國立歷史博物館 

考古 

大學 臺灣大學人類學系典藏文物數位化計畫：1971-1999 國立臺灣

年考古田野資料整理研究與數位化建檔 
新聞 國家圖書館期刊報紙典藏數位化計畫 館 國家圖書

表 6-3 公開徵求數位典藏計畫一覽表 

計畫單位 計畫名稱 主題 
台北藝術大學 視覺記憶數位典藏計畫 檔案 
東吳大學 古籍圖像文獻類編 檔案 
交通大學 電視新聞多媒體資料館 新聞 

馬偕與牛津學堂 人類學 
真理大

馬偕與牛津學堂 檔案 
學 

世新大學 世界日報內容數位化開發計畫 新聞   

三、小組研討資料 

提供本工作小組研討資 括聯合目錄系統需求書資料、DC Mapping
研究資料、會議記錄、會議資料。 

、 相關技術文件 

提供與本工作小組相關之技術文件，包括後設小組 DC Mapping、內容分項

數位化調查與統計、相關網站、通訊錄。 

單如下： 

(3)臺灣南島語數位典藏計畫－spec 0.1  

料文件，包

四

1. 後設小組 DC Mapping 資料 

提供後設小組 DC Mapping 電子檔清單，清

(1)拓片與古文書數位典藏計畫(漢簡)－spec 0.2  

(2)拓片與古文書數位典藏計畫(佛教造像)－spec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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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藏計畫－spec 1.0  

(5)史語所善本圖籍數位典藏計畫－spec 0.6  

(9)植物所台灣本土植物數位典藏計畫－spec 0.4  

典藏子計畫－spec 1.0  

1)故宮書畫數位典藏子計畫－spec 1.0 

 

2. 內容分項數位化調查與統計 

提供各 12 項主題數位典藏計畫數  

3. 相關網站 

連結國家數位典藏計畫、後設小組、技術小組、內容分項小組網站。 

4. 通訊錄 

 提供內容發展分項計畫 、國家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建置計畫、內容發展

委員會、主題小組之單位、電話  

五、 聯合目錄系統原型 

由中研院資訊所技術工作小組何建明副所長工作團隊，依本工作小組與

metadata 後設資料小組提出的聯合目錄資訊系統需求設計聯合目錄系統原型，原

則上以 OAI 方式建置。本工作小組提出分類架構與編碼需求書，後設資料小組

將提出 Dublin Core 標準比對的核心欄位的 XML DTD 需求書。本小組、後設資

料小組、與技術小組合作設計聯合目錄系統原型，並透過本網站進行連結。 

六、

檢索 減少資料

七、

「聯絡我們」網頁提供電子郵件的方式，與本計劃聯絡人取得聯繫。 

 

(6)史語所內閣大庫檔案著錄格式、權威檔建立－spec 0.2  

(7)動物所台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魚類－spec 0.2  

(8)動物所台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貝類－spec 2.0  

(10)故宮器物數位

(1

位化調查統計資料。

、E-MAIL 聯絡資料。

 網頁搜尋 

提供關鍵字搜尋的方式，在本計劃網站之主網頁進行全文的檢索，並可透過

出來的標題進行連結，方便使用者搜尋本計劃網站的內容及資料，

查詢時所花費的時間。 

 聯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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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軟硬體設備與網站功能 

一、硬體/網路設備 

1. 網站伺服主機：採用中階級伺服主機。 
2. 
3
4

1. 作業系統：使用 Windows Server 2000 + IIS 5.0。 
2. SQL Server 資料庫管理系統。 
3. 網站繪圖軟體：Adobe Photoshop、CorelDraw11。 
4. 遠端遙控軟體：pcAnywhere 。 

三、網站功能 

為便利本計畫工作小組成員，本網站建置下列功能： 

1.

展成熟將開放各單位申請瀏覽。 

2.列印控制 

有效解決著作權中禁止不當修改權問題。 

3

應用計數器超連結語法，統計瀏覽網站人數流量統計。 

 

 

 

不斷電系統(UPS)。 
. 網路雷射印表機。 
. 筆記型電腦。 

二、軟體項目 

權限控制 

本網站期初將使用權限控管功能，提供本工作小組研究內部所用，待網站發

本網站將相關小組文件，透過 PDF 的格式，方便使用下載及列印使用，亦

.網頁人數流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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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網站內容 

首頁 一、

 

二、計畫簡介

1. 計畫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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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內容 

 

 

3. 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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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數位典藏計畫 

1. 覽機構瀏  

 

2. 主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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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開徵選計畫 

 

 

4. 數位典藏資料庫系統 

 

 184



四、 小組研討資料 
需求書資訊 1. 聯合目錄系統

 

2. DC Mapping 研究資料 

  

 185



3. 會議記錄 

 

1. 後設小組 DC Mapping 

五、 相關技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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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容分項數位化調查與統計 

 

3. 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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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訊錄 

 

六、 網頁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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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結論與建議 

完成聯合目錄系統原型(prototype)

開發，並以中央研究院與故宮博物院二機構目前發展較為完整的數位典藏計畫為

料 年來的研究發展提出總結、問題探討與建議。 

本(92)年度已獲致下列具體成果： 

一、 研訂聯合目錄系統需求書 

系統需求書規劃系統功能括包括：分類瀏覽功能、檢索功能、資料輸入格式、

提供輸出資料功能、系統統計功能，請詳見附錄廿四。在分類目錄架構，以內容

主題、機構 / 計畫、年代、地理區域、資料類型等提供多面向整合及多元化瀏

覽功能。其中內容主題，以檔案、金石拓片、動植物、書畫、器物等十二個主題

小組細分，呈現本數位典藏計畫產出內容範疇；再以各主題小組所包含的計畫藏

品主

二

對於後設資料核心欄位目前已訂出 DC15 個欄位，包括標題(Title)、著作者

(Creator)、主題和關鍵字(Subject and Keyword)、描述(Description)、出版者

(Publisher)、貢獻者(Contribution)、日期(Date)、資料類型(Resource)、格式

(Format)、機構代碼與資源識別(Resource Identifier)、來源(Source)、語言

(Language)、關連(Relation)、範圍(Coverage)、管理權(Right)、數位典藏計畫名稱。

後設資料小組與技術小組經過數位典藏計畫需求調查研究，訂定 DC XML DTD
共同欄位資料輸入格式。 

三、 建置聯合目錄系統原型 

1. 國家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原型建置完成，網址：

http://ndweb.iis.sinica.edu.tw/dacs/index.jsp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工作小組本（92）年度已

資 測試對象。以下為對這一

第一節、結論 

題細分，一方面整合及表現各藏品的特色，一方面以各典藏計畫原始描述資

訊，既可保有原有藏品內涵，又節省聯合目錄建置維護成本。 

、 訂定 DC XML DTD 共同欄位資料輸入格式 

  

2. 系統平台目前提供瀏覽、檢索功能，瀏覽功能包括內容主題、典藏機構、時

間、地理、數位物件類型、典藏品類型 6 項瀏覽方式，但現階段瀏覽部份僅

呈現內容主題、典藏機購。在檢索方面，提供兩種方式進行檢索，分別是全

文檢索、Dublin Core15 個欄位檢索。 

四、 進行資料測試與系統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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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原型已匯入故宮器物數位典藏子計畫、故宮書畫數位典藏子計畫、近代

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藏計畫、台灣本土植物數位典藏計畫、珍藏歷史文物數

位典藏計畫─拓片與古文書數位典藏計畫（漢代簡牘）五計畫之 250筆資料，並

進行系統平台的測試。從考古、器物、書畫、檔案、植物等五個主題各 50 筆數

位化資料的系統測試，結果如下： 

1. 在內容主題及典藏機構欄位下檢索皆可以查詢到正確藏品之資料，系統反

2. 只需輸入幾個字，即可顯示相關的資料，以供點選進一步較為完

3. 

4. 連結放大時也不失真實。 

5. 建議系統名稱仍使用聯合目錄系統（Union Catalog System），而非共同目錄

系統。 

五、 

1. 

兩項檢索欄位，其餘如時間、地

數位化前資料類型等皆尚未起步。 

2. 需求書中檢索功能第三部份：縮小查詢範圍之限制條件；與第四部份：查

詢結果可設定是否要連結更豐富的原始 metadata；以及第五部分：選擇排序

書規劃逐步達成。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在設計與資料測試過程，有關共同欄位以及資料匯出遭遇

許多問題，茲將計畫後設資料工作組所研究共通欄位，以及數位典藏系統匯出聯

合目錄 DC XML DTD所遭遇問題陳述如下： 

1. 
同層次轉出問題，如：檔案-全

應速度也令人滿意。 

全文檢索

整之資料。 

利用 Dublin Core 的各欄位檢索，所查詢到的藏品資料無誤。 

圖示影像顯示清晰，

部份系統需求書所提之功能尚未完成 

需求書中系統功能之分類瀏覽功能與架構應仔細考慮資料測試時所提建

議，目前系統僅完成內容主題及典藏機構

理、數位化物件類型、

方式或以文字清單呈現或圖示清單呈現等功能尚未達成，期待下年度計畫

可依需求

第二節、問題探討 

主題計畫對於 DC 存有疑惑，認為無法完整呈現藏品結構或層級之特質。「檔

案相關計畫」與「動植物相關計畫」面臨不

宗/系列/案卷/件，動植物-標本/物種名錄/文獻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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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與主題計畫溝通後達成協議：92 年度聯合目錄

做法為：檔案類計畫以「件」為主，動植物計畫以「標本」為主作為聯合目

2. 年轉出。「傅斯年圖書館藏善

年

該如何將資

如：「件」層次大部分僅著錄到「時間-起」，而無「時間-迄」。當欄位為空

值時，不轉檔。 

-朝代<件層次> 

錄轉出 DC 欄位。) 

大部分計畫單位都同意【Date 日期】以西洋紀

本古籍」與「拓片與古文書-漢代簡牘」「近史所外交檔案」希望以中國紀

轉出，以表達藏品的內涵特質，而因此發生一對多之情形，面臨

料在系統上呈現識別之問題。 

 

時間-起日期 Date 
時間-起-年號<件層次> 
時間-起-年<件層次> 
時間-起-閏<件層次> 
時間-起-月<件層次> 
時間-起-日<件層次> 
時間-迄-朝代 > <件層次

時間-迄-年號<件層次> 
時間-迄-年<件層次> 
時間-迄-閏<件層次> 
時間-迄-月<件層次> 
時間-迄-日<件層次> 

3. 「現

之直接衍生出的另個資源的資訊」，例如：善本書製成微縮資料，

，故「遺址」不算是「來源」，

應對應為「Description」(或「Coverage」─代表資源的使用地點。) 

料

4. 
應注意系統

中是否有此欄位及是否已有資料著錄。 

5. ( )
建議每次修改，皆用文字說明版本之差異，以協助相關人員之作業。

DC【Source 來源】之討論，「遺址」是否應比對至「來源」？來源是指

有資源由

則善本書為微縮資料的來源。也就是具有將資源內容加以利用而成為另一項

資源的意思。無法從字面上直接解釋「來源」

DC 【coverage 範圍】之討論，以檔案為例：Coverage 指資料內容所指涉或

包含的時間，轉出資料若以件為主，則應指該件檔案內容涵蓋時間，取用全

宗層次之時間作為 coverage，並不妥當。卷層次所包含之地名權威控制資

值，並不一定皆會出現在所屬各件中，故不宜比對至 coverage。 

分類目錄不可有空值(如:植物之「界門綱目科屬種」，後由中央研究院後設資

料工作組補上「界門綱目」之資料)。建議日後設計分類架構時

實作過程中，「聯合目錄系統需求書草案 分類架構 」需經多次版本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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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當主題計畫欄 錄「未知/不 ，也視為「空值」 轉出。

】「唐人明皇幸蜀圖  軸 中畫 000003N000000000」 與 「宋

人松泉磐石 軸故畫 000138N000000000」 中 Creator 值為 [作者不詳]，
將「作者不詳」視為空值， 即系統資料不轉出。如：【最大海拔高度】及【最

8. 不

:中瓷 002901N../故瓷 013531N../故瓷 016461N../故瓷

簡計

畫 50 筆資料中可能只有「元康五年詔書冊」【關鍵字】之資料，其他需等

釋文部分欄位著錄後，才會將其補上，而這並不在主題計畫今年的工作時程

內。(解決方法：若無資料，視為空值，不轉出)。 

9. 

on>，不轉出。10/13 與史語所助理陳

10. 否

如：故宮書畫-「本幅尺寸」mappingDC「格式 Format」：為多值欄位，應全

轉出。 

內容」mapping DC「主題 Subject」：希望第一層(例：

) ) ( )

湯</subject>，只轉出一層時，無

11. 
的形式呈現(物件比例會失真)。 

建議提早告知主題計畫需準備之相關文件，以如期配合聯合目錄時程。配合

作業之推行。 

故宮書畫/器物一筆資料中，【Contributor 貢獻者】會同樣之值會重複多次(如:
清乾隆)，故在此情況下，系統只轉出一次即可。 

位著 詳/0」 不  

如：【故宮書畫

小海拔高度】的資料值都是"0"時，在「coverage」視為空值不轉出。 

有些轉入欄位主題計畫尚未著錄資料，也不在今年工作進程中，故為空值

轉出，或需請主題計畫再補充。 

如：故宮器物- 部份藏品 relation 處期刊卷期不明，<Relation>故宮文物刊  期
</Relation>，如

0165802N../故瓷 017716N../故瓷 017786N../故雕 000007N../故雕 000028N.../
故雜 001374N (解決方法-請故宮助理鄭邦彥先生將資料補充)。如：漢

有些資料為主題計畫內部資料不宜轉出。 

如：若<Relation>簡牘整理小組</Relati
秀慧小姐討論過，因其為史語所內部資料，尚未出版，故不宜轉出。 

若轉出欄位為多值(【本幅尺寸】)與多層次欄位(【關鍵詞】【主題】)，是

應全轉出。 

如：故宮書畫-「作品

(花草 與第二層 例：水仙 皆轉出；或，以第二層 例：水仙 為主轉出。 

如：漢簡-<subject>肩水</subject><subject>
法判斷其真正意函。「肩水」為地名，「湯」為人名。 

多數主題計畫並無聯合目錄所要求的 128x128 ICON 資料，需再轉檔與準  
備，且並非所有的圖都能以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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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準的範本可以遵循，所以往往造成 DC 欄位對應資料

關係與實際匯出 XML 之間的動作往返太過於頻

一、

聯合目錄系統應分成幾個部份考慮：即上傳資料者、使用資料者及系統管理

者。對上傳資料者而言，系統必需提供上傳方式的選擇，便於資料隨時上傳；對

使用者而言，系統必需簡單、易操作、能下載、回應時間要快；對系統管理者而

言，系統必需容易管理、統計、維護、安全等。展望未來，聯合目錄系統仍採集

方式，匯整各主題典藏計畫之藏品資訊，呈現簡單、重要的藏品訊息，提供使

用者對各典藏機構之藏品有一整體的概念，並透過此系統檢索到相關資料。 

限於時間因素，本年度之計畫執行無法畢其功於一役，因此，茲建議下列事

的方向： 

(一) 管理系統功能部份 

1. 對於系統需求書的建議 

組提出系統需求書，內容主要著重

入/匯

錄系統是採用 OAI（Open Archives Initiative）協定

技術測試，測試過程中，發現系統仍有部份不盡如人意之處，系統功能尚

有待研究與擴增，茲就本年度之研發經驗，提出未來系統需求書的建議如

1.2 系統需提供國家數位典藏藏品後設資料之查詢、新增、刪除、

修改等功能。 

由於事先由後設資料小組與典藏單位共同討論的「資料庫欄位與 DC 欄位的

對照表」，目前尚無標

庫欄位的描述略顯不足，而在實際匯出 XML 後，因為 XML 中所轉出的資

料不甚完整，使得修改對應

繁，而造成時程上的冗長。 

第三節、建議事項 

聯合目錄系統規劃之建議 

中

項，以作為未來努力

本（92）年度聯合目錄系統建置小

在系統檢索功能部份，建議未來增加系統架構、資料維護以及資料匯

出等功能需求，期使建置完善的聯合目錄系統。 

國家數位典藏聯合目

下： 

1.0 一般需求 

1.1 系統需具備查詢國家數位典藏藏品後設資料的功能。 

1.3 檢索畫面在視窗環境下需具親和性。 
1.4 系統具線上檢索輔助功能。 
1.5 系統具有權限管理功能。 

2.0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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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系統透過 OAI（Open Archives Initiative）協定技術，由服

務系統定期 向各典藏單位之資料庫系統抓取典藏品的後設

資料，建立集中式聯合目錄。 
2.2 採視窗介面，使用者端透過網頁查詢聯合目錄。 

3.1.1 系統能提供資料庫之新增、修改、刪除等功能，並自動維護

相關檔案之資料。 
3.1.2 系統可透過 OAI 協定，由服務系統定期向各典藏單位之資

料庫系統抓取典藏品的後設資料方式新增或更新資料。 
3.1.3 系統可以批次輸入方式新增或更新資料。 
3.1.4 系統提供資料輸入 XML DTD 格式功能 

3.2 資料維護 

3.2.1 系統於線上刪除資料時，會自動顯示訊息並要求再確認無誤

3.3.1.1 標題（Title） 
3.3.1.2 著作者（Creator） 
3.3.1.3 主題 / 關鍵字（Subject） 
3.3.1.4 描述（Description） 
3.3.1.5 出版者（Publisher） 
3.3.1.6 貢獻者（Contributor） 

tifier） 

語言（Language） 
3.3.1.13 關連（Relation） 
3.3.1.14 範圍（Coverage） 
3.3.1.15 管理權（Rights） 
3.3.1.16 數位典藏計畫名稱 

3.0 作業功能 

3.1 資料輸入 

後，才實際進行資料刪除。 

3.3 資料查詢 

3.3.1 資料欄位 

3.3.1.7 日期（Date） 
3.3.1.8 資料類型（Type） 
3.3.1.9 格式（Format）  
3.3.1.10 資料識別（Iden
3.3.1.11 來源（Source） 
3.3.1.12 

3.3.2 檢索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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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 標題（Title） 
3.3.2.2 著作者（Creator） 
3.3.2.3 主題 / 關鍵字（Subject） 

3.3.2.8 資料類型（Type） 
3.3.2.9 格式（Format）  
3.3.2.10 資料識別（Identifier） 
3.3.2.11 來源（Source） 

理權（Rights） 

3.3.4 分類瀏覽功能 

瀏覽分類架構：(1)12個內容主題及細項分類；(2)8個典藏單位和 50

查詢之功

能，並以時間、藏品類型、地理、館藏單位等條件縮小查詢

範圍，限制條件盡量以點選方式處理，不需使用者鍵入資料。 

3.3.6 顯示功能 

稱，並

3.3.2.4 描述（Description） 
3.3.2.5 出版者（Publisher） 
3.3.2.6 貢獻者（Contributor） 
3.3.2.7 日期（Date） 

3.3.2.12 語言（Language） 
3.3.2.13 關連（Relation） 
3.3.2.14 範圍（Coverage） 
3.3.2.15 管

3.3.2.16 數位典藏計畫名稱 

3.3.3 查詢方式 

系統提供分類瀏覽及線上輸入檢索功能。 

餘個典藏計畫系統；(3)時間；(4)地理；(5)數位化物件類型；(6)數位

化前資料類型。 

3.3.5 查詢功能 

3.3.5.1 系統能提供欄位檢索及不限欄位的全文檢索功能。 

3.3.5.2 系統具布林邏輯查詢、切截查詢(truncate)、片語

3.3.6.1 檢索結果資料以共通欄位呈現，加上數位典藏計畫名

可設定是否要連結更豐富的原始 metadata。 

3.3.6.2 系統可讓使用者選擇呈現資料的排序方式，並可前後翻頁顯

示。可選擇排序方式，含相關度、主題、創作者、時間、典

藏單位等。此外可選擇以文字清單呈現或圖示清單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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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料輸出 

、列印或以 E-mail 方式傳送。 

3.5.2 系統提供資料庫使用量與異動紀錄分析統計 

3.6 安全性 

3.6.1 為確認資料的安全性，系統能提供工作人員基本資料檔及建

立密碼，並分別其具有查詢或修改資料庫的權限。 

各主題 metadata 匯入聯合目錄時，建議依各主題典藏計畫所訂定之核

心欄位，對照至聯合目錄系統內部訂定的 metadata，此內部的 metadata 以
DC 為主體，必要時可依各主題需要增加欄位，期使重要的資訊能在聯合目

錄中呈現。 

者及

時

回應時間快速；對系統管理者而言，系統必需

容易管理與維護、統計功能多樣化、安全性足夠等。 

(二) 使用者功能設計部份 

層級的下一

層，須一層一層點選，難以呈現層次隸屬的關係，且無法有完整架構的概

念。建議在分類目錄架構確定及分類類目完成建置時，聯合目錄系統中應

提供完整分類表，提供使用者查詢時參閱依據，以提升查準率。建議在動

3.4.1 系統可依選擇的資料範圍下載資料。 

3.4.2 系統提供下載資料方式包括儲存

3.5 資料統計 

3.5.1 系統提供使用者與使用資料統計 

3.6.2 系統能維護使用者的權限，並能設定使用者密碼之有效期限。 

2. 系統資料庫欄位 

3. 資料匯入匯出之管道順暢 

聯合目錄系統應分成幾個部份考慮：即資料之匯入、資料之使用

系統管理者。對資料之匯入而言，系統必需即時而順暢之匯入，方能隨

保持最新之資料庫；對使用者而言，系統必需具有親和性、畫面簡單清晰、

操作容易、提供下載功能、

1. 聯合目錄系統在分類瀏覽部份，可依「內容分項主題」瀏覽 

目前呈現方式是一個畫面列出同一層級，再選擇進入某一

物 、 植 物 主 題 分 層 瀏 覽 時 ， 建 議 仿 臺 灣 生 物 多 樣 性 資 訊 網

<http://gbif.sinica.edu.tw/english/home.htm>，所提供的層級瀏覽方式(如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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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留言板」 

讓使用者提出建議與疑問的園地，不但能公開地讓學者專家與一般使

者能了解聯合目錄的功用與內容，建議除了原本右方

提供之服務。 

4. 親和性 

般，

的使用問答與其

無門。 

二、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依據 92 年度支援「聯合目錄建置」之經驗，提

出以

用者了解系統服務機制，也可成為國家數位典藏系統的公關窗口。 

3. 「聯合目錄簡介」移至首頁最上方 

為了讓初次使用

之簡介連結之外，直接在首頁標題之下列出較為簡單的說明，以方便讀者

迅速認知到此目錄所能

希望能朝一般讀者容易使用的檢索系統開發，如同一般搜尋引擎

畫面儘量清晰，操作容易。 

5. 提供線上諮詢服務 

如同各大入口網站與資料庫系統，皆由專人負責系統

他相關問題，聯合目錄也許可提供類似的窗口，以防止使用者求救

後設資料共通欄位與資料匯入工作的準備

下幾點建議，期能協助下一年度聯合目錄建置工作順利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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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說明協調會 

建議聯合目錄建置作業開始前，能事先針對今年參與之主題計畫舉辦「說明

協調

架構

讓主 。 

(二) 增加溝通的形式 

「聯合目錄系統需求書」確認方式，除公文發送、參與會議外，建議增加電

話訪談、與面對面之溝通，可以更加掌握主題計畫之內涵。「聯合目錄系統需求

書」若能及早定版，將需求確定，也有助於系統 DTD定稿與後續相關事宜。 

(三) 加強主題計畫關於聯合目錄相關知識 

聯合目錄方面可舉辦簡單的技術訓練課程，教導相關的必備知識，如 DC的

介紹、OAI的系統架構等，使主題計畫方面也有了解這方面知識的人員，在溝通

及配合上都能更加順利。 

(四) 加強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小組、系統開發資訊人員、主題計畫、

與聯合目錄小組四方面作業之共識 

資訊人員依據 template 轉出 XML 資料時，可以事先檢查所對應之欄位是否

已有資料值（也考慮空值是否轉出），在資料轉出進行中應更加細心。再者，若

聯合目錄系統方面要求有資料，但主題計畫系統卻無資料（不符合主題計畫資料

著錄上之時程安排），是否能堅持請主題計畫補上資料？又補資料的作業該由哪

單位負責？（以植物計畫為例，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以手動方式補其 50

筆所缺資料「界 / 門 / 綱 / 目」） 

(五) 調整「DC XML DTD 對照分析檢驗」工作時程 

今年實作發現，XML 匯出、匯入、檢驗作業，是一項與主題計畫持續不斷

溝通的協調過程，需要相當多的時間。建議明年進度規劃時，能安排較充裕的時

間。 

(六) 建議規範資訊較完整的「資料庫欄位與 DC 欄位的對照表」 

具體呈現完整的「資料庫欄位與 DC 欄位的對照表」，提供數位典藏計畫單

位填寫，有助於溝通與作業進行，相關範本茲建議如下頁： 

舉辦

會」。說明建置目的及功能，預定進程等。並可進一步說明建置方式、系統

、相關標準之資訊，需要主題計畫配合的事項（完整資料和圖示 ICON）等。

題計畫有基本了解，並將此排入今年度之工作時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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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系統名稱 拓片與古文書數位典藏計劃 -「漢代簡牘」 

製表人員 王小明 製表日期 2003.12.12 

最近修訂日期 2003.12.13 

典藏機構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內容主題 考古 / 漢代簡牘 

備註  

 

標題 Title 

Metadata 欄位 
基本資料 / 品名 / 主要名稱 

基本資料 / 品名 / 其它名稱 
顯示格式 [主要名稱]( [其它名稱] ) 
多值 否 
順序性 否 
範例 元康五年詔書冊(居延漢簡) 
備註  

 

著作者 Creator 
Metadata 欄位 著作者姓名 
顯示格式  
多值 是 
順序性 按照依筆劃少至多排序 

範例 
勞榦 

簡牘整理小組 
備註  

 



 200

 

Dublin Core Metadata 欄位 顯示格式 多值 順序性 範例 備註 
標題 Title       
著作者 Creator       
主題 Subject       
描述 Description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日期 Date       
類型 Type       
格式 Format       
識別 Identifier       
來源 Source       
語言 Language       
關聯 Relation       
範圍 Coverage       
權限 Rights       

三、專責機構的規劃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建置目的，主要在賦予數位典藏品結構化，透過

規劃、分析與結合相關技術，闡述典藏品之內涵，以期與國際標準接軌。因此，

為能永續維護國家之數位資產，並達成各數位典藏計畫間之包容性及普遍性，應

設立一個專責機購，全盤規劃，積極推動下列事宜： 

(一) 統一規劃後資料欄位意涵 

對於 Metadata 各欄位的詮釋，影響聯合目錄之建置，因此，資料的著錄項

目及細節應召集相關單位，對欄位內容規範取得一致的共識，而由一專責單位負

責訓練推廣，使得資料之著錄能有一定的品質，且各單位資源能互為合作分享。 

(二) 系統維護開發 

聯合目錄是因應數位典藏的跨平台檢索系統，即使計畫終止，此系統仍會開

放給社會大眾與相關研究者進行知識教育或研究上的輔助。但目前聯合目錄系統

屬於國科會計畫，一旦計畫結束，是否能確立此系統的永久維護單位，並有效地

解決今後可能產生的資料與使用者問題？再加上科技日新月異，現今的檔案格式

是否適用於未來？亦即現在的 mpeg 或 jpeg 格式是否在未來仍是個最佳選擇？ 

如果經費允許，並審慎評估專業能力，是否能直接外包給廠商請其維護。合

適廠商的條件也許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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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有技術創新能力； 
2. 能引導市場潮流； 
3. 有足夠人才可支援並解決系統問題； 
4. 公司規模大，以防止倒閉風險。 

(三) 建立資料權威檔與提供分享 

為加強資料著錄選取各項款目的一致性，以提高讀者之查準率及查全率，需

有許多權威檔來輔助查詢，如時間、地理、人名等。 

四、未來研究計畫的擴充性與整合性 

國家數位典藏計畫的首要目標是將國家重要的文物典藏數位化，以建立國家

數位典藏系統，進而促進我國學術與教育的發展，由此可知，也許今後計劃範圍

會縮小甚而緩慢運作，但此整體計畫仍會持續不斷進行，以配合社會潮流快速的

變遷。要建立這些計畫的跨平台系統，也就是所討論之聯合目錄，除了能符合現

有計劃之相容性外，應也能涵蓋未來可能參與的文件類型與檔案型態，因此在設

計上必須考量到未來系統的擴充性。 

舉例說明，現有的十二個主題小組為動物、植物、地質、人類學、檔案、器

物、書畫、地圖與遙測影像、金石拓片、善本古籍、考古、新聞，今後也許會增

加其他小組如宗教、文學等等，現行的聯合目錄系統是否能在目前的機制下直接

相容於其他主題類別的欄位，或是有否權力在新的主題小組建立 metadata 之前，

請其參考既定的 Dublin Core 欄位？這些都需要高度的協調力與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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