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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ree metadata 
standards in the industry: Archaeodata 
developed by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RA Core 
Categories by Visual Resources Association, 
and 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s, 
definitions, and structures of the three 
metadata standards, and points out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among these 
standards in terms of object description, 
semantics, and structures. These differences 
may introduce incompatibilities for th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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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in providing cross-databases 
searching. Results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can be used as guidelines for future 
metadata structuring. Some suggestions for 
“Union Catalog Project of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are also included. 

Metadata
雖然數位（化）博物館的定義尚未明確，但從其

發展脈絡觀察分析，其萌生於博物館本身業務管理

的自動化，以及 CD、LD、DVD 儲存媒體的推陳出

新，加上「網路」、「虛擬」的發展，相關的名詞如

電子式博物館、虛擬博物館、無牆博物館、網路博

物館、環球博物館等，從不同概念出發的數位(化)

博物館的名詞即應運而生。[1]不論是那一個名稱，

探討數位化博物館議題的學者或博物館從業人員，

普徧認為數位化博物館涵蓋的議題與博物館任務及

現有的工作息息相關。 

周明先生指出數位化博物館應有數位化典藏、數

位化展示以及遠距教學等三項功能。數位化典藏包

括虛擬蒐藏庫以及數位圖書館；數位化展示則有虛

擬展示廳以及網路特展等項目。[2]換言之，數位化

的博物館的功能，除了加強典藏管理、保存和使用

外，在展示及教育方面，應運用資訊科技，使觀眾

與展示更為親近，達成對大眾開放的博物館目標。

然而，學者卻指出現有博物館網路，建構於簡化的

系統基礎之上，脫離不了早期資料庫系統的思考模

式，缺乏一種全貌性與社會關懷的宏觀，也受限於

網路影響面思考的幅度與深度；數位博物館發展概

念應建立於對「人」的關懷，須體認「博物館或數位

博物館是工具性的行為的一種形式，是一種影響他

人思考與行為的手段」；「數位博物館不但直接的依

賴博物館機構既有的大量收藏品，也和各種學有專

精的研究人員的知識成就與文化視野分不開。」[3] 

姑且不論數位化博物館採用 Metadata 是否有其必

要性，由於國家數位典藏計畫的推展，帶動國內數

位化博物館或數位典藏的風潮，相關技術的討論從

未間斷，各機構執行國家數位典藏計畫中首先面臨

的 問 題 之 一 即 是 Metadata 。 [4] 學 者 一 致 認 為

Metadata 於數位典藏、數位化博物館中扮演著基礎

性工作的角色，Metadata 的制定對於資料交換及資

訊檢索的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是國家整體知識發

展的催化劑。Metadata 實際功能不僅於「描述」數

位化的內容，它可以用來「記錄及辨識」內容，做

為「資訊資源的經營管理」，「保存」實體物件及電

子資訊，與電子資源相關的軟硬體「技術」的標註

以及提供各式及不同層次的「利用」[5] 

從使用者的立場觀之，資訊檢索可及性是使用者

最終關心目標，因此如何能夠跨資料庫、跨系統、

跨網站做資訊整合性的搜尋是一個重要的課題。理

想中，透過一個豐富而前後一致的 Metadata 即可竟

其功。然而前題是 Metadata 必須相同，或者不同

Metadata 之間必須能對映（mapping），但一定程度

的相容性是必要的。[6]日前於 Metadata 之間互通

性，系統技術層面已考慮語意（Semantics）、結構

（Structure）、語法（Syntax）等三方面：「語意」係

指 Metadata 的意涵，即多人運用同一種 Metadata

時，對於所指意涵應取得一致，才不致於雞同鴨講；

「結構」是指 Metadata 的模型，1999 年所制定的「資

源 著 錄 架 構 （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RDF），即如何定義資源的屬性關係；「語法」是用

電腦可以理解的文法來呈現 Metadata 的結構，目前

多使用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做為

Metadata 的語法。[7] 

目前發展中的數位典藏計畫，參與的機構數量雖

稱不上絶後，但至少是空前之龐大。[8]根據 Metadata

工作小組的研究成果指出，「基於此項國家型計畫著

重珍藏文物內容建置，對於 Metadata 的廣度與深度

等方面的要求更為嚴謹，有許多功能需求已非傳統

關聯式資料庫（relational database, RDB）及相關技

術可以達成。」[9]眾多計畫之中橫跨機構間主題小

組運作，如動物、植物、檔案、器物、拓片、人類、

考古等 12 個主題小組，係發展主題性 Metadata 的

基礎機制。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文學科 Metadata 發

展上，每個機構計畫各自發展專屬的 Metadata，對

於未來數位典藏計畫總成果呈現聯合目錄建置工

作，機構及計畫間 Metadata 的對映是基礎工作之

一 。 本 人 參 與 國 家 數 位 典 藏 計 畫 ， 身 為 發 展

Archaeodata 的一員，試與博物館界藝術類藏品著稱

的 Metadata─CDWA、VRA Core 進行比較分析，以

及類目對映，試圖尋求不同類目間語意對映的問題

與困難；再則，文獻分析過程中，文獻對於發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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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或主題性的 Metadata、如何將實體世界學科知識

在數位世界表達，以及不同學科間的 Metadata 如何

對映鮮少論及，是本文另一個探討的方向。 

 

美國視覺資源學會核心類目（VRA Core Categories）

係由視覺資源學會（Visual Resources Association, 

VRA）於 1982 成立。主要的成員是以「藝術學院學

會（College Art Association）」，以及「北美藝術圖書

館學會（Art Libraries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ARLIS/NA）兩個團體為主。兩者的成立宗旨，主要

針對成員們於藝術幻燈片等視覺資源館藏管理實務

的問題。[10] 截至目前為止，擁有超過 600 名的會

員，亦不乏國際會員，但其屬性以教育及文化資產

相關領域的影像管理專業人員為主。[11]視覺資源學

會提供會員關注議題的論壇，包括著錄、視覺文化

影像檢索、科技教學與研究之整合以及智慧財產

權。VRA Bulletin 是該學會季刊性出版品，內容涵

蓋會員關心的議題及實務的工作需求，是視覺資料

管理者助益匪淺的參考資料。[12] 

視覺資源學會於 1993 年成立「資料標準委員會

（Data Standard Committee, VRA/DSC）」，著手收集

美加地區 60 多個視覺資源機構所用的描述類目，相

繼發表 1996 年第 1 版、1997 年的第 2 版，目前第 3

版是參考 CDWA，於 2000 年夏天首度發表。雖然基

本的類目已經在正式 VRA 文件中規範，但仍持續修

訂中的，包括： 

1. 與 CDWA、MARC 以及其他 Metadata 標準對應 

2. 使用控制辭彙建議的原則 

3. 增補簡要的範例 

上述 2-3 項可由視覺資源學會網站上公佈消息得

知。2003 年 11 月透過該學會網頁問世的「文物編

目：描述文物及其影像指南（Cataloguing Cultural 

Objects: A Guide to Describing Cultural Works and 

their Images，CCO）」更具體的規範如何使用類目於

實務工作，值得國內從事數位典藏相關工作，以及

博物館典藏管理相關人員參考。[13] 

 

[14]

目前最新的視學資源學會核心類目，共有記錄層

次/類型、類別、題名、度量、材質、技術、創作者、

時間、位置、識別號、風格/時期、文化、主題、關

聯性、描述、來源、版權等 17 個類目（表 1），每

一個類包括下列要項： 

1. Qualifier  

例如：創作者（Creator）下有 4 個修飾語，即： 
創作者. 角色（Creator. Role） 
創作者. 屬性（Creator. Attribution） 
創作者. 個別名稱（Creator. Personal name） 
創作者. 團體名稱 （Creator. Corporate name） 

2. Definition Description

 

例如：創作者的說明為：「對於設計、創作、生產、

製造或改變作品及影像具有貢獻的個人、群體、團體

或其他個體之名稱、正式的稱呼或者其他識別語。」 

3. Data Values

 

例如：視覺資源學會建議創作者的資料內容應參

考美國蓋蒂信託所編製的「藝術家聯合名錄」（Union 

List of Artist Names, ULAN）和「美國國會圖書館權

威檔（Anglo-American Authority File，AAAF）。具

體而言：「創作者. 角色（Creator. Role）」用語內容

採用控制辭彙，例如：藝術家、雕刻家、建築師等；

「創作者. 屬性（Creator. Attribution）」一辭可用學

派的、研討會的、風格的等。這些用語正在發展中。 

4. VRA Core 2.0 2  

例如：在創作者（Creator）類目時，VRA Core 第 2

版只有 W6 創作者（Creator）、W7 角色（Role）2 欄。 

5. CDWA 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CDWA  

可對應於 CDWA 的 3 個類目，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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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作資訊-創作者-識別-名稱（Creation-Creator- 

Identity-Names） 

(2) 創作資訊 -創作者 -識別 -修飾語（Creation- 

Creator- Identity- Qualifier） 

(3) 創 作 資 訊 - 創 作 者 - 識 別 - 角 色

（Creation-Creator-Identity-Roles） 

但類目中並未說明，VRA 四個欄位如何對應

CDWA 這三個欄位。 

6. Dublin Core Dublin Core 

Metadata Element Set, Version 1.1  

視覺資源學會核心類目的創作者（Creator）下的

四個欄位可對應至 Dublin Core 如下： 

(1) 創作者（CREATOR）  

(2) 貢獻者（CONTRIBUTOR） 

但類目中並未說明視學資源學會核心類目，如何

對應至都柏林核心集的欄位。 

7. Comment

 

 

表 1：視覺資源協會核心類目 3.0 版（VRA Core Categories, Version 3.0） 

序號 中文類目名稱 英文類目名稱 定義/描述（Definition/ Description） 

1 記錄層次/類型 Record Type 
定義： 識別描述對象為實體或者創作物件的作品（WORK）記

錄，或者視覺代件的影像（IMAGE）記錄。 

2 類別 Type 定義： 識別作品及記錄的特別型態。 

3 題名 Title 

定義： 題名或者識別作品或影像的用語。對複雜的作品及集叢品

而言，題名係指個別的單元或者僅識別最大的集叢本身。

不論是個別作品記錄或者較大的集合作品記錄皆應著錄

個別題名及集合題名。. 

4 度量 Measurements 

說明： 作品或影像的尺寸、形狀、比例尺、度量、格式，或者儲

存的作業環境。量度包括冊數、重量、執行時間，量度單

位應說明。. 

5 材質 Material 說明： 作品或影像所組成的物質。 

6 技術 Technique 
說明： 與作品或影像製作或改變有關的製造或生產過程、技術及

方法。 

7 創作者 Creator 

說明： 對於設計、創作、生產、製造，或改變作品及影像有貢獻

的個人、群體、團體或其他個體之名稱、正式的稱呼或者

其他識別語。 

8 時間 Date 
說明： 與創作、設計、生產表演、建構或改變作品或影像有關的

日期或為一段時間。日期可以是自由詞或者數字型態。

9 位置 Location 
說明： 典藏單位的地理位置名稱、建築物、位置、或者特定地點

的作品或範圍內包括作品或影像的其他實體 

10 識別號 ID Number 說明： 作品或影像唯一的識別號。 

11 風格/時期 Style/Period 
說明： 作品及影像中代表的特定風格，歷史時期、團體、學派、

朝代、運動等的名稱。 

12 文化 Culture 
說明： 與作品、影像的有關或作品及影像所源自的文化、民族或

者國家名稱的形容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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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視覺資源協會核心類目 3.0 版（VRA Core Categories, Version 3.0） 

13 主題 Subject 

說明： 用來描述識別或詮釋作品或影像以及其所描寫或表達的

用語或者詞彙。可以是正式的名稱（如民族或事件）、地

名，以及描述物質事件或概念（例如圖象學、概念、主題

或議題等）的一般用語 

14 關聯性 Relation 

說明： 描述識別相關作品及編目中的作品，及其他作品關係的詞

彙、用語。如遇所建立關係是必要的，如參考作品，抑或

實體上或邏輯上屬於更大或更小內容是使用「題名‧大集

合（Title.Larger Entity element）」 

15 描述 Description 
說明： 以自由詞註記關於作品或影像的評論、描述、或者詮釋等

無法註記在其他類目的資訊。 

16 來源 Source 

說明： 有關作品或影像參考資料的資訊來源。在作品類的記錄，

可為連結至權威記錄；如為影像記錄即為提供資訊的代理

商、或個人的資訊。以複製照片為例，應著錄書目型式的

出處或者其他影像來源的描述。不論是作品或影像，姓

名、位置及來源的識別號碼。 

17 版權 Rights 
說明： 權利管理的資訊，包括版權，及其他使用目的的智慧財產

權聲明。 

 

 

[15]

根據視覺資源學會核心類目第 3 版的定義，其適

用的對象可類歸為兩種型式：作品（Work）和影像

（Image）。因此作品與影像記錄都採取相同的欄位

組，加註記錄類別（Record Type）以茲識別。影像

是編目單位所擁有一件作品的複製形式，通常是幻

燈片、照片、數位檔案等多種的形式。而且通常典

藏單位擁有一件作品的許多影像。在網路電腦發展

快速，數位化的時代，這些影像最終會以數位化的

形式在電腦網路的世界存在及傳播。 

視覺資源學會核心類目僅是資料結構的標準，並

不涉及資料內容。[16]但於檢索成效的考量下，資料

標準委員會（Data Standards Committee）建議某些

資料內容（例如創作者類目）使用控制辭彙，特別

是美國蓋蒂信託所採用的字彙，或者其他相關

Metadata 所採用的標準。沒有一個權威記錄或控制

辭彙可以滿足所有視覺資源學會核心類目，甚至單

一的欄位內容著錄的需求。視覺資源學會建議各個

典藏單位列出可供每一個欄位參考的控制辭彙或者

權威資料表單，並建議規範每個欄位參考的權威記

錄。視學資源學會建議使用的標準包括： 

1. 英文編目規則（AACR） 

2. 藝 術 及 建 築 索 引 典 （ Art and Architecture 

Thesaurus, Getty AAT） 

3. 藝術品描述類目（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CDWA） 

4. 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 

5. 地理名稱索引典（Thesaurus of Geographic Names, 

Getty TGN） 

6. 藝術家聯合名錄（Union List of Artists Names, 

Getty ULAN）[17] 

[18]

雖然如何運用視覺資源學會核心類目的欄位組連

結成一筆記錄，是屬於資料庫運作的課題。但其不

限制於某個作業平台或工作介面，極富彈性，僅規

範資料格式，並未論及系統架構。僅對於相關性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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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如何連結及對應提出說明，對於組織及提供有用

的資訊極有助益。例如，視覺資源學會核心類目對

於相關作品記錄間，如作品與相關影像，作品與多

筆相關影像，以及相關作品間連結處理，皆加以規

範說明，進而提供有效、相關的資訊。 

[19]

2003 年 11 月將透過視覺資源學會網頁問世的「文

物 編 目 ： 描 述 文 物 及 其 影 像 指 南 （ Cataloguing 

Cultural Objects: A Guide to Describing Cultural 

Works and their Images ，CCO）」是視覺影像學會最

新推展的計畫，並由保羅‧蓋蒂信託基金補助計畫

（Getty Grant Program）、數位圖書館聯盟（The 

Digital Library Federation）以及梅樂基金會（the 

Mellon Foundation）所贊助，這項計畫主要在協助視

覺資源編目員、博物館登錄人員、以及圖書館編目

員、檔案管理、以及其他從事文物及影像整理著錄

等人員一個描述、著錄以及編目的新工具。這本手

冊對於選擇、訂購、格式化資料並提昇敘述編目品

質、著錄資料互享，以及促進使用者查詢提供一個

指引。此外，對於發展訓練手冊，或者建立一致性

文化遺產目錄環境，提供一個全球性的手冊。這項

計畫持續性朝這個目標努力。 

[20]

1.  

視覺資源學會核心類目，旨在促進視覺資源典藏

中作品及所屬影像資訊的互享。對於個別的典藏需

要，似乎顯得捉襟見肘，因此該項標準宣稱可隨個

別典藏需求增加類目；同時，便於所表達的欄位中

資 料 內 容 更 為 精 確 、 適 切 ， 建 議 使 用 修 飾 語

（qualifier）。再則，在描述作品或者影像同時，每

一個欄位皆可重覆。描述時採一物一組 Metadata

組，其概念類似圖書的一書一編的原則。類目的順

序是隨意的，可由採用此項標準的單位，自行決定。

這項標準雖然有彈性，但是如何運用，單位本身的

著錄規範、準則相形重要。 

2. 

 

視覺資源學會核心類目不僅是一個描述博物館作

品或相關圖象的工作，在類目資料內容上，強調作

品及影像的圖象學內容分析，並受 CDWA 所採用的

Getty 系統語彙控制影響。 

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CDWA

 

如欲深刻地了解 CDWA，首先必須認識「保羅‧

蓋蒂信託（J. Paul Getty Trust ），通稱蓋蒂（the 

Getty）」。蓋蒂信託是由 1953 年 J. Paul Getty 所創立

之保羅‧蓋蒂博物館（J. Paul Getty Museum）開始

發跡。藏品以希臘羅馬時代的古董、18 世紀法國傢

俱、歐洲繪畫的收藏最為著稱。1982 年成立保羅‧

蓋蒂信託，同時著手興建蓋蒂中心（Getty Center），

現址於洛杉磯的新蓋蒂中心自 1997 開放至今。[21]

蓋蒂機構致力於視覺藝術的各個面向，並服務一般

大眾及專業人員。其轄下部門包括博物館、保存研

究中心、博物館管理研究所、補助計畫部門及出版

部等。[22] 

多個部門之中，以蓋蒂研究所（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與 CDWA 的淵源最深，可謂 CDWA 的原

生地，而實際催生 CDWA 藝術資訊任務小組（the 

Art Information Task Force, AITF），成員與蓋蒂研究

所密不可分。該研究所轄下有圖書館及藝廊，研究

人 員 並 致 力 於 蓋 蒂 詞 彙 計 畫 （ Getty Vocabulary 

Program），編輯並維護相關的詞彙資料庫，包括與

藝術、建築、物質文化有關的人、地、事物、概念

等用語或名稱，但值得一提的是，其偏重西洋美術

的內容，反應其收藏品的取向。代表性的資料庫有：

藝術與建築索引典、藝術家聯合名錄、蓋蒂地理名

稱索引典等，這幾個資料庫不僅是該機構的人員描

述相關藝術、建築作品時的依據，對於一般及研究

者都是最佳的參考工具，而且可免費地由網路上查

詢。[23] 

CDWA 的發展，其意義在於：提供描述藝術資料

庫的內容，以及描述及檢索物件、影像的資訊概念

性的架構的一種典範；確定了字彙選用及描述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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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便於不同系統間，資訊的相容性及可及性；

也提供藝術資訊系統間對應、以及新系統發展的架

構。[24]它是目前國際間博物館社群，藏品描述使

用的標準之一，由於數位典藏計畫後設資料小組的

引進，廣泛運用於國內參與數位典藏計畫的單位。

目前蓋蒂研究所正進行「蓋蒂標準及數位資源管理

計 畫 （ Getty Standards and Digital Resource 

Management Program）」，其目的係為促進標準制

定、實務推動，以及發展、管理、保存、傳播電子

化資訊工具及指導原則，以促進視覺藝術及相關學

科資訊的取得。[25] 

 

[26]

1.  

CDWA 目前最新版本為第 2 版（Version 2.0），共

有 物 件 / 作 品 （ OBJECT/WORK ）、 分 類

（CLASSIFICATION）等 27 個類目。詳細類目參見

（表 2）。 

2.  

每類包括下列要項：定義、次類目、討論等項目，

並標註是否為核心類目。 

(1) 定義（DEFINITION）：類目的所有定義。 

例如：創作資訊（Creation）的定義為： 

「藝術或建築作品的創作、設計、執行或生產及其

構件的活動，也包括負責創作作品的團體，創作的

日期和創作的地點。」 

(2) 次類目（SUBCATEGORIES）：表列類目下所有

的次類目。（表 3） 

以創作資訊（Creation）的次類目為例，次類目詳

列如下： 

創作者、創作日期（Date）、創作地點（Creation- 

Place/Original Location ）、 委 託 （ Creation –

Commission）、序號（Creation–Numbers）、附註

（Creation–Remarks）及出處（Creation–Citations）

等次類目。 

次類目之下的分層不一，以委託為例，下一層為

委託者、委託日期、委託地點、委託價格等。 

(3) 討論（DISCUSSION）：藝術史重要資訊的討論，

包括提供研究者的目的、本質或特性、可能的資

訊來源。 

例如：以創作資訊有關討論時提及不同參考資料對

於作品創作者有爭議時，典藏單位的作法： 

「作品的創作者或來源一直是藝術史家或建築史

家所關注的，如不同的參考文獻對於創作者有不同

爭論時，皆應著錄。唯典藏單位應指出所認定的創

作者，其他學者的意見可著錄其後。」 

3.  

次類目包括的項目如下： 

(1) 定義（DEFINITION）：特定次類目的定義。 

(2) 實例（EXAMPLES）：欄位著錄實例。 

(3) 討論（DISCUSSION）：環繞著次類目討論議題

的資訊，包括這項資訊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自動

化的環境中檢索。 

(4) 連結關係（RELATIONSHIPS）：與編目對象相

似，或相關資訊類目的清單。 

(5) 使用（USES）：此項資訊於研究上的意義。 

(6) 檢索（ACCESS）：研究者希望相關資訊應如何

檢索出。 

(7) 術語/格式（TERMINOLOGY / FORMAT）：資料內

容如何運用控制辭彙及其他資源或建議格式化。 

 

表 2：藝術品描述類目（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CDWA） 
序號 中文類目名稱 英文類目名稱 定義 

1 物件/作品 OBJECT / WORK 識別所描述對象的類型、組合與數量。 

2 分類 CLASSIFICATION 
在正式分類架構下，依據類似的特徴將藝術或

建築作品歸類 
3 藏品方位/擺設 ORIENTATION / ARRANGEMENT 作品打算被看到或展示的方式。 

4 題名或名稱 TITLES OR NAMES 
一件藝術、建築作品或作品群組被賦予的題名

或名稱，對於識別有幫助的題名類型和時間亦

包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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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藝術品描述類目（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CDWA） 

5 創作階段 STATE 說明一件藝術物件/作品的不同創作階段 

6 版張印次 EDITION 

指出多次發行的相同作品裡，一件作品在前後

版本中的位置。版張印次可以用來指出在同時

發行的群組中的某一作品或是定義作品在一

系列版本中的版次 

7 度量 MEASUREMENTS 
有關藝術或建築作品的大小、形狀、比例和體

積等資訊 

8 材質與技術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創作藝術或建築作品使用的材料或物質，以及

與其製造有關的任何成品，或者生產技術、過

程，或方法。包括描述使用的材質，以及運用

何種方式將某種材質製成作品的這兩種資訊。

9 技法 FACTURE 
對作品製作方法的詳細討論，包含評定作品的

技藝或手法特徵、運用的創作方法或特殊技

術。 

10 形式描述 PHYSICAL DESCRIPTION  
以一般性的術語描述作品的外觀，而不須涉及

所描寫的主題。包括用於裝飾作品任何可辨認

的紋飾、圖樣或質地的名稱。 

11 銘文/標記 INSCRIPTIONS / MARKS 
作品的部份或者是用鑲嵌、貼、蓋印、寫、銘

刻、或附著於作品的標記、字母、評註、文章

或標籤的識別或區分的描述。 

12 
保存狀況/檢查歷

史 
CONDITION / EXAMINATION 
HISTORY 

對藝術或建築作品，在某段時間內的所有外表

物理狀態、特質和完整性的評估。評估方式繁

多，包括將作品置於紫外線光下檢查，但不包

括以人為方式改變作品的狀態，例如修復或維

護。 

13 保存/維護歷史 CONSERVATION / TREATMENT 
HISTORY 

描述作品曾經歷的修復、保存或加固的程序或

動作 

14 創作資訊 CREATION 
藝術或建築作品的創作、設計、執行或生產及

其構件的活動，也包括負責創作作品的團體，

創作的日期和創作的地點 

15 所有權/收藏歷史
OWNERSHIP / COLLECTING 
HISTORY 

一件藝術、建築或集合作品自其創作至今，所

有人的來源或歷史。包括作品轉換所有人的方

式、任何公開販售記錄中涉及作品或促成所有

權轉讓的代理商名稱，以及將作品納入商品型

錄的代理商名稱。 
如果作品遭到遺失，竊取，破壞，或是憑空消

失等事件，都應著錄。 

16 版權/限制 COPYRIGHT / RESTRICTIONS 
具有使用、展示或複製作品的個人或團體的識

別，以及指出有關作品複製、展出或使用上的

限制 

17 風格/時期 STYLES / PERIODS / GROUPS / 
MOVEMENTS 

對於現在藝術作品裡的特徵描述，包括隸屬於

何種風格、時期、團體、畫派或運動 

18 主題 SUBJECT MATTER 

說明一件藝術作品的主題（通常指其內容）是

敘事性的、圖像性的或藉由抽象或圖畫式構件

傳達出非客觀性的意義。這些主題皆是在藝術

作品內或藉由藝術作品描繪出來。在建築或物

件裡，由於沒有描述性的內容，因此欄位可包

括物件或建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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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藝術品描述類目（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CDWA） 

19 背景 CONTEXT 

藝術品或建築物在其創作或存在過程中，與之

相關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事件或運動。

用來記錄一個作品所在的特定的建築背景或

考古遺址 

20 展覽/借展歷史 EXHIBITION/LOAN 
HISTORY 

作品公開展示的歷史記錄，包括在美術館中、

特展、借展，甚至非公開的展出等。 

21 相關作品 RELATED WORKS 
與描述中的作品相關的藝術或建築作品，或者

作品間關係的描述 

22 相關視覺文件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影像的識別或描述，其提供藝術品或建築物有

關資訊。「視覺檔案」類目不同於記錄在「相

關作品」類目的相關藝術或建築作品 

23 
相關文字性參考

資料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有關所描述的藝術品或建築物，相關文字性資

訊資源的來源；包括檔案文件、未出版的手

稿、和出版的書目資料，以及學者或主題專家

口頭上意見。 

24 評論性回應 CRITICAL RESPONSES 
藝術家、建築師、藝術史家、藝術評論家、藝

術業者、銷售者及買者、官員、及一般大眾給

與特定作品的批評性意見 

25 編目歷史 CATALOGING HISTORY 

著錄作品描述記錄產生及修改的資訊內容的

建立和修改記錄，包括何人、何時，以及任何

相關的註記。此類目也描述由作者或其他人後

續的修訂資訊。 

26 現藏地點 CURRENT LOCATION 
所描述的藝術作品，目前收藏的典藏單位與地

理位置 

27 描述註記 DESCRIPTIVE NOTE 
對作品的文字描述，包含相關議題的討論。註

記裡的重要資訊，需選錄至合適類目之中，並

加以索引，提供檢索。 

 

表 3：委託資訊（Commission）次類目的結構 

創作者（核心類目）creator ……  

委託者 Commissioner 委託方式 Type 

委託日期 Date  

委託地點 Place  

創作資訊 Creation 

委託資訊 commission 

委託費用 Cost  

資料來源：<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standards/cdwa/4_categories/index.html> 

 

 

[27]

CDWA 的 描 述 的 對 象 ， 於 「 物 件 / 作 品

（OBJECT/WORK）」類目中，開宗明義闡釋：所謂

藝術建築作品可以是繪畫、素描、雕像、手稿、善

本書、傢俱或建築等。於編目時可能是一件器物、

或由不同部件組成的器物、或者是建築群等。因此

根據描述對象的外在形式或內涵於「物件 /作品

（OBJECT/WORK）- 編目層級（Cataloging Level）」

加以區分，以 CDWA 次類目於「舉例（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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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時，列舉可能的用法，如：集合作品（group）、

次集合作品（subgroup）、冊（volume）、件（item）、

第一層（first-level）、第二層（second-level）。從上

述可知，CDWA 於描述對象的層次，也就是編目最

小單位具有彈性，可依據描述對象本身，或者典藏

單位的編目政策。 

[28]

資料內容控制方面，基於檢索效能的考量，提供

檢索欄位在資料內容形式的自由度必須限制的，根

據一定資料格式輸入。另一個方式由權威檔案，提

供採用詞彙線上的查詢。CDWA 於著錄時參考的來

源，除了 CDWA 發展所依附的蓋蒂研究所編輯許多

索引典或權威檔，CDWA 亦參考其他學術團體所發

展有關資料內容控制的索引典或參考工具。 

實務運用 CDWA 類目時，指示性規範於類目下的「術

語/格式」中說明。例：Titles or Names – Date 一

欄，於「術語/格式」次類目中規範應參考蓋蒂編輯

藝術及建築索引典附表時間表示原則─AAT Date 

Guidelines 或國際標準組織 ISO 8601：Dates & Times

的時間表示原則。 

[29]

CDWA 任務小組於第 2 版中，釐清了藝術、建築

等作品的固有的（intrinsic）及外在的（extrinsic）

資訊。所謂外在的資訊包括人、地和作品有關的概

念，這些資訊對於檢索的重要性，無庸置疑。因此，

CDWA 將外在資訊，另以權威檔（authority）的方

式，如（圖 1）左方所示的：創作者權威檔、類屬

概念語權威檔、地名/行政地名權威檔、主題用語權

威檔等外在資訊，以權威檔的方式獨立處理。 
此舉的好處是，在描述同一創作者不同的作品記錄

中，每一件作品描述，於創作者相關欄位時，不須

每件作品皆著錄，且更為有效率。例如：梵谷原名

是 Vincent Vang Gogh，只需在權威檔內著錄一次，

梵谷與 Vincent Vang Gogh 的中文與原文的關係，於

是，只要將這些資訊著錄、儲存在權威檔的輔助資

訊一次，即可連結到對應的記錄。於著錄其他梵谷

作品時，則不需重覆說明梵谷的原名。這些於作品

描述時所用相關藝術家、相關概念、地名以及主題

權威檔，於查考藝術品類目時，是知識性及指示性

的參考資源。此外，相關圖象資料以及文字性的參

考資料，亦與對應的作品連結，整體而言，已具有

系統架構的雛形。 

圖 1 CDWA 的實體關係圖 

資料來源：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standards/cdwa/6_entity/index.html 

 

連結包括： 

‧主要作品與其他作品間 

‧相關權威檔案 

‧相關影像及文字記錄或

者任何可能的實體 

物件/作品類目 

應用於博物館物件、文物、

建築、珍藏圖書、集合作品

相關概念語權威檔 

創作者權威檔 

地名/行政地名權威檔號 

主題用語權威檔 

相關作品 

相關視覺 
圖像資料 

相關文字性 
參考資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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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CDWA 於類目設計時，即考慮類目於描述與檢索

兩者不同的屬性。CDWA 於類目規範時，常用「主

要檢索點（PRIMARY ACCESS POINT）」這個概

念。例如：「題名 / 名稱-內文 Titles or Names – 

Text」於「檢索」次類目結構中，指示這個欄位是

主要檢索點。 

此外，在一些描述性強的類目，CDWA 有「索引

用語（INDEXING TERM）次類目」，例如：「風格 / 

時代 / 團體 / 運動–描述 Styles / Periods / Groups 

/ Movements – Description」欄位之後設計「風格 /

時代 /團體 / 運動 – 索引詞 Styles / Periods / 

Groups /  Movements- Indexing Terms」欄位，二者

用意極為明顯，即從描述性文字中，摘取有用的辭

彙，提供檢索。 

值得注意的是，檢索用的索引用語的選擇必須由

具相關知識背景編目員執行，而不是由系統自動處

理，或者由資料內容逐字提供查詢。CDWA 建議使

用控制辭彙，權威檔，某些資訊格式化具一致性，

確保使用者檢索時的檢索的成效。 

[31]

CDWA 的核心欄位，即核心類目或次類目，標示

有「核心（Core）」欄位。這是 CDWA 任務小組一

致認為，足以清楚地辨別一件藝術作品或博物館藏

品的最少資訊欄位。雖然對某些藝術圈子的使用者

而言，所謂的核心欄位卻不盡相同。但 CDWA 任務

小組成員，根據學術研究人員以及學者心中的構

想，設計核心類目。  

雖然 CDWA 並未另行編製著錄手冊，然而任務小

組 結 合 多 人 的 智 慧 與 經 驗 於 次 類 目 「 討 論

（DISCUSSION）」的類目中說明這個類目於運用時

應考慮的各個面向，以「題名或名稱」類目為例，

說明描述運用的原則及規範如下：[32] 

「在傳統的西方概念中，題名通常是作品圖像主題或

主旨的描述用語，例如湯瑪斯傑弗遜的肖像；物件、

建築物或器群沒有題名，而使用它的名稱。包括作品

的物件類型，例如磁碗；或者題辭；或者建築物的名

字，即使沒有正式的題名只有名稱，此項須為必填欄

位，因為此項類目在查詢上扮演重要的項目。」 

在編目實例方面，每個次類目皆有「EXAMPLES

（實例）」一欄，以每一種類型作品為對象，實例說

明實際運用的例子。此外，在 CDWA 的網站上，專

門開設編目實例特區（Cataloging Examples），從西

洋油畫、水彩到中國繪畫皆有基本的實例說明。[33] 

Digital 
Archives of Archaeological Data, 
Archaeodata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

所），自民國九十年起（2001-）加入國家數位典

藏計畫。數位化的對象，主要是本所自立所以來

的考古工作成果，包括遷台以前於大陸的考古工

作及目前著重台灣考古的部份。以考古學的觀點

說明：從遺址調查，進行人工佈方，進而發現墓

葬、灰坑等遺跡，從遺跡內分析大量的考古遺物，

即典型的考古田野工作。考古遺物較為世人所關

注，以中國商周遺址為例，常見銅器、玉器、石

器等文物遺物，及各類動物骨骸的生態遺物等，

此外人類遺存、地質遺存等，皆是考古遺物的範

疇。另外一項重要的數位化資料，即田野資料：

田野筆記、各式田野記載表、發掘記錄、地圖、

田野照片等。然而，這些龐雜資料如何以考古學

的知識呈現是一項艱鉅的挑戰。本計畫發展之

初，即由史語所考古學門的研究人員擔任計畫主

持人，典藏管理人員、技術支援小組、以及後設

資料小組（Metadata Architecture and Application 

Team, MAAT）共同組成討論小組，定期討論所發

展適合考古學，並擴及博物館典藏管理、維護修

復等例行業務的需求。2002 年底正式將所發展之

後設資料 Metadata 命名為 Archaeodata。 

根據後設資料工作小組 Metadata 的發展理論，建

構 Metadata 的生命週期作業模式包括：需求訪談、

工作表單說明與填寫、計畫需求與屬性分析、計畫

相關標準觀察與分析、回填工作表單的資料分析、

標準比對、評估、採用及調整建議、Metadata 需求

規格書、系統評估、採用或系統雛形發展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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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引與範例製作、Metadata 的建置與維護以及

Metadata 作業評估[34]。然而，本計畫採用系統發展

與 Metadata 同步發展的策略，即系統開發人員於內

容分析之初，全程參與，並適時修正 Metadata 於系

統應用的特性。另外，由後設資料工作小組，尋求

國際相關標準之比對。雖然目前系統的功能已漸成

形：一為後端典藏管理系統；一為提供大眾查詢，

具有線上公用目錄功用的查詢介面[34]，未來將逐步

落實這項 Metadata 不足之處。雖然，待改進之處無

法逐一列舉，但最顯而易見的是後續的修訂與增

補，面臨國家數位典藏計畫是一個 5 年為期的計

畫，且即將邁入第 4 年度，計畫結束後，屬於臨時

性編組的人員，將逐一解散，回歸正常機關部門之

營運。如未能有專門組織或學會性的機構持續修

訂，建立相關領域互通合作機制，未來發展將停滯

不前，更遑論系統相關的軟硬體維護。另一方面，

倘若 Archaeodata 希望橫越限於機構內發展的限

制，更多的學者的參與，確切的定義描述及著錄規

範的制訂有迫切的需要。 

 

Archaeodata 發展之初，即設定發展架構必須符合

考古學家的思維，尤其是係絡關係（context）的表

達，即遺址（Site）、遺跡（feature）以及遺物的關

係。此外，面臨實務工作：基本著錄、定期保存狀

況檢查、文物維護與修復、科學分析與鑑定等資訊，

一併於 Metadata 中分析、著錄並著手開發適合的數

位典藏系統。在資料的類型方面，試圖涵蓋各式媒

材及形式，例如黒白照片、彩色照片、幻燈片、紀

錄片、線描圖、拓片、x 光片、紅外線照片、顯微

照片、發掘紀錄影片都是數位化考慮的要素。 

綜上所述，主要類目可歸納為遺址（Site）、發掘

單位（Pit）、遺跡（feature）以及遺物（artifact）四

個層級。在遺物方面，文物典藏衍生的工作包括很

多博物館及研究單位例行性的工作：保存狀況記

錄、文物維護與修復以及科學鑑定分析等項目。每

項工作環節都與許多照片、圖片、影像等各式媒材

形式的數位檔案，這項計畫統稱其為「多媒體檔

案」。因此在規劃時，這些多媒體檔案如何建立其關

連性，是必須考慮的部份。Archaeodata 的類目結構

參見下圖（圖 2）： 

 

 

圖 2 Archaeodata 的類目結構圖 

 

遺 址 

發掘單位 

遺  跡 

遺  物 

基本資料著錄 

文物維護與修復 

科學鑑定分析 

保存狀況記錄 

多媒體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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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規劃之初，即參考國際上與遺物及遺址有

關的標準，遺址方面參考 MIDAS、CIDOC Core Data 

Standard for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Monuments ；遺

物方面則有 CDWA、AMICO、CIDOC、VRA 等標

準，[36]本文的目的主要分析與討論博物館藏品直接

相關的類目，是故將 Archaeodata 中的遺物層及多

媒體檔案，與博物館藏品著錄的 Metadata 中最著稱

CDWA，以及近來極為活躍的 VRA Core 進行比對，

茲將 Archaeodata 遺物層的類目臚列如下： 

一般而言，考古遺物可區分為文物遺物、生態遺

物、人類遺存（人骨）以及地質遺存。文化遺物與

博物館內的收藏極為近似，如史語所中原考古遺物

和故宮以及歷史博物館的收藏性質極為接近，有玉

石器、陶瓷器、銅器等，但其餘生態遺物、人類遺

存（人骨）以及地質遺存，是考古類遺物獨有。 

發展 Archaeodata 討論過程中，小組成員咸認為考古

遺物的核心類目應先行發展。即在描述文化遺物之

外的動物、植物等生態遺物、地質遺存、人類遺存

時，先描述基本特徵於核心類目，餘特有專屬欄位，

視描述對象需求再選取專有的類目。目前已發展的

專 有 類 目 僅 限 「 人 骨 」 一 類 ，「 人 骨 」 在 整 個

Archaeodata 的結構如下圖（圖 3）所示： 

 

 

 

圖 3 「人骨」類目於 Archaeodata 中結構圖 

Archaeodata 遺物層的核心欄位如下頁（表 4）所

列，雖是結構化的類目，但並無意歸納為幾組類目，

為便於討論，主要類目列舉如下，並將系統開發後

系統功能類目組對照於後： 

遺物類目之外，Archaeodata 設計規劃時，將有關

圖片、照片等資料設置「多媒體檔案」類目，即類

似 CDWA 之 「 相 關 視 覺 文 件 類 目 （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的類目機制。大量

的影像資料的產出，其歸因於考古田野工作後，不

論考古材料是否進入博物館的典藏管理機制，考古

遺物資料的整理與分析是獲致研究結果重要的一

環。資料分析整理時，標本繪圖、拓印重要文飾及

銘刻、x 光攝影分析銅器結構、利用紅外線拍攝漢

簡影像，使褪色墨跡在紅外線顯現等都是重要的工

作。這些圖像資料除了是研究的材料，最多的用途

是出版印刷。 

面臨數位化時代，諸多工作都以電腦環境取代，

例如：X 光照片攝影，標本繪圖處理，遺物數位攝

影、考古報告的排版等，這些電子檔案是原生的；

但有些工作仍由專業人員人工操作，例如拓片、標

本繪圖等，這些工作成果需經掃瞄或拍攝等數位化

遺物(標本) 

基本資料著錄 

科學鑑定分析 

文物維護與修復

保存狀況記錄 

人 骨 

核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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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轉成數位檔案。然而，各式檔案為了適應目前

網路環境檔案格式，原始檔案需轉換成網路流通的

格式，如.jpg 格式。那麼原始格式的檔案是否要保

存呢？事實上，網路瀏覽的檔案內容與原始檔案豐

富資訊絕對無法相提並論，未來可以加值的空間亦

不相同。例如 Photoshop 中各 layer 層的資訊轉換

成 .jpg 之後，絕無法回覆原始的資訊，因此原始檔

的保存不容忽視。 

近來，多位學者紛紛討論電子檔案或數位典藏的

永久保存問題[38]，學者們論及從現階段技術觀之，

數位資訊較傳統紙張不易保存，在於數位資料易受

資訊科技典範轉移，軟硬體、網路架構等各種層面

革新而隨之改變，甚至損壞或無用，再則很多數位

檔案與依附特定軟、硬體並與之共生共榮，因此英、

美、澳及歐洲各國大型的數位資源保存計畫在進行

中，但至今尚無一致性有效的作為。[38] 

本計畫於 2003 年數位化過程中，體認數位檔案不

易保存的特性，在世界各地尚無具體作法前，將數

位檔案原生的資訊於數位檔案的 Metadata 中逐一記

錄，以供追溯；另一方面，由於數位化方法日新月

益，在客觀的環境下，數位檔案資訊內容、數位化

方法等都是日後可以檢討、研究著力之處。有鑑於

此，本計畫的多媒體檔案類目，基於數位檔案有原

生及從各式媒材等原件經數位化過程而產生之考

量，將多媒體檔案區分為「原件資訊」及「數位化

資訊」二大區塊，並加設數位檔案產生相關類目，

詳細類目如下表 5： 

實際運用時，如數位檔案是「原生的」，原件資訊

即不需填寫。數位檔案資訊中有關數位化方式、規

格及影像模式、色彩深度等欄位，對於日後評估數

位化方式，例如新技術出現時，是否重新數位化，

提供評鑑的參考依據。

表 4：Archaeodata 的遺物層核心類目 

編目資訊 CATALOGING INFORMATION  系統內部訊息 

所屬遺址 SITE 

所屬發掘單位 PIT 

所屬遺跡 FEATURE 

記錄類型 OBJECT TYPE 

品名 TITLES OR NAMES 

基本資料 

文化/時代 CULTURE/PERIOD 文化/時代 

定年資料 DATING 定年資料 

形制 PHYSICAL DESCRIPTION 

文飾 DECRORATION 

藏品方位/次序 ORIENTATION/ARRANGEMENT 

功能分類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材質 MATERIALS 

工藝分類 TECHNIQUE 

表面遺痕分析 SURFACE MARKS 

遺物描述 

銘刻 INSCRIPTIONS/MARKS 銘刻 

成套與拼合 SETS & PIECES 合編記錄 

典藏紀錄 REPOSITORY 

收藏來源 ACQUISITIONS 
典藏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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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Archaeodata 的遺物層核心類目 

度量 MEASUREMENTS 度量 

保存記錄 CONDITION/EXAMINATION HISTORY 保存記錄 

維護與修復 CONSERVATION/TREATMENT HISTORY 維護處理 

科學鑑定研究 SCIENTIFIC ANALYSIS & RESEARCH RECORD 科學鑑定 
 

表 5：Archaeodata 的多媒體檔案類目 

編號 號碼 

登錄號/代碼 
編號 

種類 

影像說明 媒體類型 

資料庫種類 規格/尺寸 

業務種類 單位代碼 

全形/局部 單位名稱 

方向/局部位置 

典藏資訊 

典藏位置 

類型 姓名 

廠牌 形式 數位化方式 

規格 

拍攝/繪製資訊

日期 

檔案品質級別 保存狀況 

檔案大小 

檔案格式 

灰階/彩色 

色彩模式 影像模式 

色彩深度 

姓名 

形式 數位檔案創作者 

日期 

單位代碼 

單位名稱 典藏資訊 

典藏位置 

限制開放 

優先顯示 

 

  

Archaeodata 的類目，基本上依循著主類目、次類

目結構，視不同類目需要，其次類目層級有時多達

4-5 層。每一個類目包括次類目，下有多項規範，可

由後設工作小組（MATT）設計 Metadata 功能需求

表單（表 6），包括多值、必填、連接功能、統計欄

位、功能連結等功能，需求單位於設計規劃單位需

求時，可據此推想計畫本身的需求，是介於典藏單

位與系統開發良好的溝通橋樑。 

Archaeodata 類目的資料內容控制，可從近程、遠

程兩方面說明。在近程方面，由系統提供簡單的代

碼表，若干代碼表有層次隸屬結構，例如，「材質」

的代碼表，先區分為文物遺物、生態遺物、人類遺

存（人骨）以及地質遺存四大類，文物遺物種類龐

雜，再區分為有機材質、無機材質及複合材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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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材質之下再列舉骨、木、皮等，無機材質列舉出

青銅、鐵、陶器。代碼的功能，一方面於資料著錄

時對於資料內容控制，達成品質控管；在提供檢索

方面，可以提供指引；在內部管理時，提供典藏統

計功能的需求。 

遠程方面，尋求有意開發與考古學相關人名、地

名、考古學文化等權威檔案記錄的夥伴，共同努力；

再則，提供大量資料輸入人員，各欄位適切的定義

說明，並提供著錄實例，提供參考依循的原則。 

VRA Core CDWA Archaeodata
 

以下就三項 Metadata 之學科屬性、數位化對象、

類目的比較、系統架構上的意向、類目的結構與詳

簡等項目逐一討論： 

 

總體言之，三者發展的背景有共同之處，亦有迥

異之處，相似點在於面臨數位化發展的應用動機；

鮮明的差異在於採用的術語專指度，例如面對描述

對象，VRA Core 稱為作品（work）、CDWA 稱為藝

術及建築作品（art and architectural works）、而

Archaeodata 稱之為考古遺物（artifacts）。VRA Core

受 Dublin Core 的影響，在類目用語較為一般性

（general），CDWA、Archaeodata，類目用語較為特

定、專指（specific），部份類目上 Archaeodata 又較

VRA CDWA 特定、專指。這些現象，另一方面與發

展設計小組學者學科屬性有密切的關連。換言之，

VRA Core 屬於博物館及圖書館資料或典藏管理，

CDWA 性質較偏向為博物館典藏管理及西洋藝術

(美術)史研究，Archaeodata 則於博物館典藏管理

外，考古學研究屬性強。就學科類目發展角度而言，

三者關係如下圖（圖 4）。 

表 6：Archaeodata 之類目結構─以「品名」為例 

 
 

 

品名 
遺物元素中文名稱 

內文 類型 日期/時期 備註 

TITLES OR NAMES 
遺物元素英文名稱 

TEXT TYPE DATE REMARKS 

必填欄位 Y Y   

功能連結  選單   

多值欄位 Y 

統計欄位 Y Y   

欄位最大字元數 100  100  

預設值     

代碼     

簡要顯示款目 Y    

詳細顯示款目 Y    

欄位順序     

簡要查詢（Simple search） Y    

進階查詢（Advanced search）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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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VRA Core、CDWA、Archaeodata 三者學科屬性關係圖 

 

 

除了上述學科屬性之外，三者差異之處，即典藏

對象本身的性質：CDWA、Archaeodata 所描述的對

象應是文物原件，相關照片、影像只是輔助及說明

的角色。但 VRA Core 所適用的一些圖書館及博物

館很多僅有蒐藏文物原件之替代物，例如：照片、

幻燈片，因此在區分這些概念時，其所發展類目，

即以作品與影像於類目一開始即加以區分。（表 7）

但是在數位世界裏，所有的物件皆以數位形式存

在，有些是原生的，有些是由紙本或底片轉換成數

位形式，這些現象必須釐清。Archaeodata 所發展類

目，區分為「遺物（artifacts）」、「多媒體檔案」兩

個部份。在多媒體檔案部份，運用於描述相關影像

時，以原件資訊及數位化資訊兩個部份，以區分數

位檔案是原生或是經由其他媒材數位化而來，數位

檔案與原件（如田野照片）可分別典藏管理。 

 

根據蓋蒂研究所 Metadata Standards Crosswalk 計

畫的說明：比對的目的在於不同 Metadata 的架構間

類目對映，以促進語意的互通性及跨越不同典藏資

料庫的查詢[40]。陳和琴教授於比對 VRA Core 與

Dublin Core 後發現，二者於「來源（source）」類目

上有語意的差異：Dublin Core 的 <source>指作品

的其他衍生來源，若作品與其他來源間的關係不易

用<Relation>項目表達時，才用<source>；VRA Core

的<source>與 Dublin Core 的<source>是不太相同，

反倒是和 Dublin Core 的<Relation>相似，均指「與

其他作品的關聯，或其所屬的系列」而言。[41]換言

之，不同 Metadata 間的對映，釐清每項類目的「語

意」，才能提供跨典藏資料庫的準確的查詢資訊。本

文比對三種 Metadata 的類目結果可區分為下列幾種

結果： 

1.  

三者完全相同是指三種 Metadata 在類目的定

義說明下語意相同，雖然 Archaeodata 在類目上

並未以文字清楚定義，本人參與本計畫依本人對

該類目了解，進行比對。三者完全相同的類目只

有「（Titles or Names / Title / 題名或名稱）」一個

類目。 

2.  

二者完全相同是指三種 Metadata 中有任何二種

在語意上、類目結構上完全相同。以下依相同組

成說明： 

(1) VRA Core 與 CDWA 有 「STYLES / PERIODS 

/ GROUPS / MOVEMENTS」一項。 

Archaeo 

data 

CDWA

VRA

Core

博物館、圖書館

典藏管理以及西洋

藝術史研究 

博 物 館 典 藏 管

理、考古學研究 

博物館、圖書館典藏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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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DWA 與  Archaeodata 完全相同的類目有

「 CLASSIFICATION / 功 能 分 類 」、

「 MEASUREMENTS / 度 量 」 、

「INSCRIPTIONS/MARKS / 銘文 / 標記」、

「 CONDITION/EXAMINATION HISTORY / 

保存狀況/檢查歷史」等項目，Archaeodata 發展

之初，即參考 CDWA，因此在類目上，諸多相

似之處。 

3.  

語意相同，結構不同，即類目結構深淺不一，次

類目的深度及廣度不同的問題。以「MEASUREMENTS 

/ 度量」為例，（表 8）CDWA 與 Archaeodata 在此

類目語意及結構完全相同，都以一件作品的一範圍

測量值為使用度量一組類目的單元。以一件陶杯為

例，如果口徑 12.3 公分、腹徑 20.4 公分、底徑 16

公分及高度 20 公分時，度量下的類目組，必須重覆

著錄 4 次，成為 4 組度量類目組，這樣的設計適合

統計分析；而 VRA 只需將這 4 個範圍的測量著錄於

一個「DIMENSIONS」的欄位即可。 

表 7 三種 Metadata 發展背景之比較 

METADADA 發展單位 
發展 
年代 

最新版 描述對象 媒體形式
編目最小 

單元 
學科屬性 

VRA Core 
美國視覺資

源學會 VRA 
1996 

2000, 
v3 

作品、影像 並未規範

一 件 作 品

（原件）或

影像 

博物館及圖

書館資料或

典藏管理 

CDWA 

美國蓋蒂藝

術資訊任務

小 組 (AITF- 
Getty) 

1999 
2001, 

v2 
藝術與建築

作品 
並未說明

建議由編目

單位自行決

定。 

博物館典藏

管理及藝術

史 

Archaeodata 
中央研究院

歷史語言研

究所 
2001 2003 

考古遺物以

及田野資訊

儘可能廣

納 

一件遺物一

筆 
博物館典藏

管理及考古

學 

表 8：三種 Metadata 的「度量」類目差異 

CDWA 與 Archaeodata VRA Core 

TYPE 

QUALIFIER 

EXTENT 

VALUE 

DIMENSIONS 

UNIT 

DIMENSIONS 

資料來源：<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standards/introMetadata/3_crosswalks/index.html>; 

<http://www.vraweb.org/vracore3.htm> 

 

在資料比對上會出現二種狀況，如果以細分的

CDWA 與 Archaeodata 為主，VRA Core 的資料內容很

難切割；反之若以粗分的 VRA Core 為主，實際運用

時可請系統將資料組合，再對應至粗分的架構之下。 

4.  

類目對應中，不同主類目轄屬，但次類目語意相

同進行比對的情形，所佔比例不少，以 VRA Core

為例，其 Culutre 一詞，照字面上應是作品所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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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時代，雖然 VRA Core 與 CDWA 在這個類目對

映上取得一致，但實際上 VRA Core 所定義 Culutre

是指創作者所隸屬的國籍或文化背景。與一般認知

作品所屬的「文化/年代」如 Archaeodata 的類目有

所區別。（表 9） 

表 9：VRA Core 與 CDWA 對映實例 

VRA Core CDWA 

Culutre 

Creation-Creator-Identity-Nation
ality/Culture/Race-Citizenship; 
Creation-Creator-Identity-Nation
ality/Culture/Race-Culture 

資料來源： 

<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standa

rds/introMetadata/3_crosswalks/index.html>; 

<http://www.vraweb.org/vracore3.htm> 

5.  

VRA Core 將原件作品與影像等所謂的視覺文件

放在同一編目層次；相較於 CDWA 與 Archaeodata
另設視覺相關文件或多媒體檔案類目，對應所描述

作品原件著錄的做法非常不同，因此在欄位對應

上，增加欄位對應上的複雜度。例如 VRA Core 
「 MEASUREMENTS 」 分 別 對 應 CDWA 以 及

Archaeodata 原件描述類目「MEASUREMENTS」，

還 必 須 對 應 至 以 及 「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Image Measurements」等相關

欄位，這樣不考慮編目作品的層級，盲目對應是沒

有意義的，換言之，如果實際將 VRA Core 資料匯

入 CDWA 的架構時，應先考慮類目「Record Type」

是 否 為 「 Image 」 再 考 慮 是 否 將 這 筆 記 錄 的

「 MEASUREMENTS 」 相 關 類 目 與  CDWA 的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Image 
Measurements」相對應。 

6.  

在比對過程中發現，VRA 的工作人員在比對 VRA 
Core 與 CDWA 任務小組（即 VRA Core->CDWA）

時 ， 與 CDWA 工 作 人 員 比 對 CDWA 與 VRA
（CDWA->VRA Core）出現意見歧異，（表 10）即

語意認知的差異。如下列所示︰ 

CDWA 的「COPYRIGHT/RESTRICTIONS」是指

所收藏的藝術或建築作品本身的著作權問題，可從

其類目的說明得知： 

「此類目所指為作品的著作權而非其所屬的影

像。著作權是廣義的概念，包括人格權及財產權。

財產權包括重製、公開展示、表演及以衍生作品的

權利……」 

相對的 VRA 將其版權限制於影像的部份，然而從

2 個單位自行對映的結果，竟出現這樣的歧異。但

這另一方面，也和 VRA Core 將影像作品和原作放

在同一個編目層次有關。

表 10：不同專業人員不同的比對結果 

VRA Core --> CDWA CDWA --> VRA Core 

VRA Core CDWA CDWA VRA Core 

Rights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Copyright

Restrictions 
COPYRIGHT / RESTRICTIONS Rights 

資料來源：<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standards/introMetadata/3_crosswalks/index.html>; 
<http://www.vraweb.org/vracore3.htm> 

 

 

VRA Core 在類目設計上彈性，不限制在何種資料

庫及操作平台，並授權運用時可以自行加修飾語適

應各地的需要，類目之間聯結關係由資料庫處理；

CDWA 於類目設計時即有一發展架構，將描述性的

固有的（intrinsic）及人、地和作品有關的概念外在

的（extrinsic）資訊分置不同的資料庫，提高外在資

訊檢索作品的效率。而外在資訊包括了創作者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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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類屬概念語權威檔、地名/行政地名權威檔、主

題用語權威檔等。 

Archaeodata 於發展設計上，確立遺址（Site）、遺

跡（feature）、遺物（artifacts）三者間的必須連結而

且具有跨層的彈性，此外，設立多媒體檔案，並在

欄位上設計有專指於遺址（Site）、遺跡（feature）、

遺物（artifacts）的對應關係。 

 

三者皆是結構性的類目，如以類目層次可看出

Metadata 的深度，類目的項目多寡，可代表類目涵

蓋的廣度。VRA Core 特色是類目簡單，使用修飾語

（Qualifier） 使類目的所表達更專指更適切，目前

各類目修飾語只有 1 層，1 個類目下最多以 6 個修

飾語，所有的類目含有修飾語及無修飾語計 49 個欄

位；CDWA 在類目上，主類目 27 個，主類目下有次

類目，次類目項目多達 12 項目之多，雖然有核心欄

位，最複雜的次類目不超 3 層，總層計 4 層，總類

目近 200 個欄位；Archaeodata 的遺物部份的層次甚

至多達 4 層，每一主類目下，子類目最多 4-5 層，

次類目項目多達 11-12 個，總欄位超過 200 個。總

之，類目層次越多，所表達概念越專指，類目結構

越複雜；類目項目越多，類目所涵蓋廣度越大。

表 11：三者類目詳簡之比較 

項目 VRA Core CDWA Archaeodata 
(遺物部份) 備註 

主類目 17 27 約 30 餘  

類目層次 1 4 4  

次類目項目最多數 
（單一類目計） 6 12 11-12  

總欄位 49 近 200 近 200 含多媒體檔案，但不含人骨。

 

雖然實際於描述工作時，並非每個項目皆需運

用，但在實際類目比對時，目前得知對映的做法，

係在 Metadata 某種同質性的前提下，將 Metadata 所

有的類目進行比對。然而，超過三個以上的 Metadata

類目，全域比對是一件耗神費力的工作。 

 

資料內容控制的目的，是為了提高檢索的效率。

資料內容的控制包括兩個部份，一個著錄資料內容

選擇；另外一個是著錄資料內容表達的格式。這兩

方面 VRA 以及 CDWA 都已展現美國對於資料內容

控制所累積經驗，二者於類目中都有類似字眼的指

示 ， 例 如 ： CDWA 於 次 欄 位 「 術 語 / 格 式

（TERMINOLOGY/FORMAT）」欄位中，指引相關

參考工具，如索引典、名錄或標準等，實際運作面，

CDWA 提供線上權威檔，增加著錄工作及檢索工作

的效能，但是相關工具書、索引典等編輯工作，學

科專家的角色吃重，實際運用時，工作人員需有專

業素養；相較於 Archaeodata 的取向，近期僅能將常

用的資料制成選單或代碼表，格式上除仰賴規範清

楚的著錄手冊外，委託系統設定指定格式，例如，

日期的表示方式是採民國，或者是轉換成西元，可

以達成格式化的目的，但絶大部份的人名、地名、

文飾、考古學文化，亟待開發相關的權威檔案及控

制的工具。 

 

所謂的核心類目，並不完全等於描述典藏對象

時，一定要填寫的必填欄位，以數學邏輯觀點詮釋，

應該是 Metadata 制定成員意見之最小的集合，或者

描述異質對象的共同的類目。VRA Core 是參與 VRA

成員共同討論，於描述視覺資源典藏時，共同使用

的類目表單；CDWA 設計於類目後標示核心（Core）

的註記，為 CDWA 任務小組一致認為，足以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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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別一件藝術作品或博物院藏品的最少資訊欄位；

Archaeodata 計畫成員小組在處理考古遺物時面對文

化、生態、地質、人類遺物同異質夾雜描述對象時，

發展出的遺物層核心表單。因此，不論是不同數位

化處理對象、不同單位的資料庫，「人」的共識才是

重點，有共識前題下，語義及結構上的障礙才可能

超越，資料才能互通；沒有共識的部份，勉強溝通，

則徒勞無功。 

 

VRA Core 的類目定義或說明中，並未指定那些類

目是提供查詢，那些僅是描述性文字，VRA Core 在

某些欄位上指示建議使用控制辭彙。CDWA 於某些

類目的「查詢（ACCESS）」規範說明中，指定為主

要的檢索語（Primary Access Point），某些較為描述

性，但資料內容含有研究性的資訊，次類目名稱即

以「檢索用語（indexing term）」的形式，其提示運

用 時 應 從 描 述 段 落 中 ， 摘 錄 有 用 的 索 引 詞 彙

（indexing term）供查詢之用，並參考相關索引典上

的用語。然而此項工作需有學科背景、特定素質的

工作人員進行；Archaeodata 在欄位設計上，在由後

設資料工作小組的 Metadata 需求表單上，如選單、

代碼表、簡單查詢以及進階查詢等欄位，都是設計

系統檢索功能的考量之一。 

本文詳實論述及分析 3 個 Metadata 的發展背景，

類目的結構及內容，無疑是希望國人於引進及採用

國外標準之餘，亦能將目光放在發展的背景、歷程

及工作模式，汲取合適國內國情的經驗。 

比較分析發現，三種 Metadata，以 VRA Core 受

Dublin Core 影響深，最為簡單，可謂 Dublin Core

於博物館藏品描述 Metadata 的延伸；CDWA 與

Archaeodata 是從學者的角度設計的 Metadata，類目

多、結構複雜，大部份欄位資料內容艱澀，一般民

眾很難理解與使用，因此適合一般民眾的的核心

Metadata，應從眾多類目篩選出。 

對映 VRA、CDWA 以及 Archaeodata 三類目後體

認，Metadata 的對映是勞心傷神的工作，如何釐清

類目之間語意上的異同，結構上不同的轄屬與類目

層次，即便專業人員親力親為，亦屬不易。Metadata

數量愈多，類目愈複雜，對映的工作愈不可行。 

比較 VRA、CDWA 以及 Archaeodata 後發現，三者

的有共同的學科屬性──即博物館及圖書館典藏管

理的需求，從目錄功用的角度觀察，即如何識別一個

作品的基本類目，是發展跨學科核心類目的基礎；

CDWA 與 Archaeodata 分別於藝術史研究及考古學

研究類目特色突顯，屬研究分析類目。因此，各類數

位化內容，如果植基於跨學科的核心類目，發展自我

特色，Metadata 上區分出那些是核心，那些是特有，

釋出共通性的資料。有了跨學科、或專一學科或主題

的核心類目，因此，無論聯合目錄類型是有綜合型、

學科型或各資料類型；機能上不論是書目中心式或者

虛擬式（即 OAI 架構）皆有可為[42]。 

從使用者的角度觀之，單一窗口可以博覽台灣地

區所有的珍貴文化數位典藏，一次即可查閱所有「相

關」的典藏，是何等之便利。但如何將「相關」的

數位化資料聚集，除了不同的 Metadata 間的對映，

例如：以 Dublin Core 為跨學科 Metadata 的對映機

制，是否應思考跨系統的自動檢索機制、借重語料

庫的功能，最重要的是以各學科知識為主的分類架

構類目，或分類結構，進而提供多面式分類瀏覽架

構等其他方式，促使聯合目錄的使用機制更為靈

活。本人並非聯合目錄計畫的成員，此僅為拋磚引

玉的建議。 

國內各典藏單位從事數位化工作時，除發展自我

的需求特色，是否應在數位化之前，即顧及單位間

資料的互享、互通的機制，共同發展出台灣地區數

位典藏核心類目、不同資料類型、不同學科不同組

合之核心類目，進而解決不同單位間發展，不同

metadada 語義上的差異，結構上的隸屬的不同；直

接依字面率爾對應，資料互享上會產生雞同鴨講、

張冠李戴的情形。 

資料內容控制，是國內另一項亟待開發的工作重

點。本文分析過程中發現，美國著名 Getty 機構，

編輯相關藝術家名錄、地名索引典等資料庫，並免

費提供線上檢索，是博物館典藏從業人員重要的參

考資源，實令人敬佩；相較於國內現況，許多企業

家有精研古董文物雅致，大型基金會熱衷文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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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不遜色。然而，數位世界有深度的數位內容，亟

需相關工具型權威檔及索引典的編製及開發，亦值

得民間力量的投注。再則，資料整理及工具書編纂

一直未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適逢數位典藏國家型

計畫，開發主題性權威檔及索引典，對於眾多資料

庫內容品質、知識數位內容產業應有推波助瀾之

效，對於民眾及研究人員的利用，從長遠的發展而

言，不容忽視。 

(本文為「博物館數位化國際研討會-器物及書畫

類」的會議論文/民國九十二年十一月十七、十八日

於國立故宮博物院舉行) 

[1] 陳百薰等，「數位博物館探討」，博物館學學刊

16:3（民國 91 年 7 月），頁 15-17。 

[2] 周明，「建構一個資訊分享的大社會──淺談數

位化博物館的時代使命」，博物館學刊 13:1（民國 88

年 1 月），頁 9。 

[3] 王嵩山，陳玉苹，「數位博物館與社會形式」，

博物館學刊 13:1（民國 88 年 1 月），頁 9-11。 

[4] 「Meta」一字源自於希臘文，意指更高等或更

基礎的本質。雖然國內對於 Metadata 的中文名稱有

「超資料」、「元資料」、「詮釋資料」與「後設資料」。

本文以後設資料工作小組的名稱「後設資料」。 

[5] Gilliland- Stwetland, Anne J., “Introduction to 

matadata: pathways to digital information＂<http://www. 

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standards/intro

Metadata/2_articles/index.html （last updated 7/5/2000） 

[6] 陳昭珍，「以 XML 技術設計詮釋資料格式

（Metadata）及數位圖書館管理系統之理論與實

作」。大學圖書館 5:2（民國 90 年 9 月），頁 12- 24。 

[7] 柯皓仁、黃夙賢、楊維邦，「詮釋資料與數位圖

書館系統互通性之探討」，大學圖書館 5:1（民國 90

年 3 月），頁 57。 

[8] 陳雪華，「台灣地區數位化典藏與資源組織相關

計畫之發展」，圖書資訊學刊 16（民國 90 年 9 月）：

頁 54。 

[9] 陳亞寧等，「後設資料系統的需求評選與發展設

計」，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 40:1（2002），頁 103。 

[10]Visual Resources Association, VRA <http://www 

.vraweb.org/history.html> 

[11] 同上註。 

[12]同註 11。 

[13]“Cataloguing cultural objects: a guide to 

describing cultural works and their images. “ <http://www. 

vraweb.org/CCOweb/index.html> 

[14]VRA Core V.3 <http://www.vraweb.org/vracore3. 

htm>  

[15]同註 14。 

[16]陳和琴，「視覺資源的詮釋資料標準  VRA 

Core」，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 40:1（2002），頁 133。 

[17]同註 14。 

[18]同註 14。 

[19]同註 13。 

[20]同註 14。 

[21]“History of the Getty” <http://www.getty.edu/ 

about/getty/history.html> 

[22]“Term of use/copyright” < http://www.getty.edu/ 

legal/copyright.html> 

[23]<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 

research/vocabularies/> 

[24]<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 

research/standards/cdwa/index.html> 

[25]<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 

research/standards/> 

[26]<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 

research/standards/cdwa/4_categories/ index.html> 

[27]同上註。 

[28]同註 27。 

[29]<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 



 

106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31（2）：84 – 107（Oct., 2005） 

research/standards/cdwa/6_entity/index.htm> 

[30]同註 27。 

[31]同註 27。 

[32]同註 26。 

[33]<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 

research/standards/cdwa/3_cataloging_e 

[34]陳亞寧等，「後設資料系統的需求評選與發展設

計」，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 40:1（2002），頁 104  

[35] 請參考本計畫成果入口網站(http://archeodata. 

sinica.edu.tw/allindex.html)及查詢介面 http://140.109.18. 

243/archaeo2_public/System/Artifact/Frame_Search.htm) 

[36]後設資料工作小組 <http://www.sinica.edu.tw/ 

~Metadata> 這 個 網 站 有 各 個 計 畫 或 主 題 屬 性 的

Metadata 的介紹可供參考。 

[37]陳和琴，「Metadata 與數位典藏之研討」，大學

圖書館 5:2（民國 90 年 9 月），頁:3-7；陳昭珍，「電

子資源的長久保存」。佛教圖書館館訊 25（90 年 3

月），頁 1-9。兩篇論文皆論及目前歐美各個之數位檔

案保存的大型計畫，可供各界參考。目前數位檔案長

久保存的做法包括「媒體更新(refreshing)」、 「資料

轉移( migration) 」、「模擬(emulation)」以及「軟硬體

技術典藏 (technology preservation)。但這四者都存在

著所需經費龐大，新技術推陳出新，難以事先預測等

問題。有關數位檔案之 Metadata 的欄位如何因應這

幾項課題，不同大型計畫，提出做法大同小異的

Metadata，限於篇幅，無法一一列舉，有興趣的讀者，

可參照原文。 

[38]陳昭珍，「電子資源的長久保存」。佛教圖書館

館訊 25（90 年 3 月），頁 1-9。 

[39]<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

rch/standards/index.html> 

[40]陳和琴 ,「視覺資源的詮釋資料標準  VRA 

Core」，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 40:1（2002），頁 140。 

[41]陳昭珍，「數位典藏計畫異質系統互通機制：以

OAI 建立聯合目錄的理論與實作」，國家圖書館館刊

91 年第 1 期（2001,6），頁 25-45。 

CDWA (2000). Retrieved September 20, 2000, from 

http:// www.getty.edu/ research/ conducting_research/ 

standards/ cdwa/  

Davenport, T. H. & Prusak, L. (1998), Working 

Knowledge: How Organization Manage What They 

Know.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Fopp, M. A.（民國 88 年，1 月）。新科技對博物館及

美術館的衝擊（曾顯文譯）。 （1），

19-27。（原作 1997 年出版） 

Gilliland-Stwetland, A. J. ( 2000, May 7). Introduction 

to Metadata: pathways to digital information. 

Retrieved May 7, 2000, from http://www.getty.edu/ 

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standards/introMetadat

a/2_articles/index.html 

Keene, S. (1998). Digital collections: museums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Rinehart, R. The Straw the broke the Museum’s back? 

Collecting and preserving digital media art works for 

the next century. Spectra, 29(2&3), 1-12. 

Schlesinger, M.（民國 88 年，1 月）。數位化資訊與博

物館的未來（吳秋慧譯）。 （1），

13-17。（原作 1997 年出版） 

The Getty (2003). Retrieved October 15, 2003, from 

http://www.getty.edu/  

Visual Resources Association (2002). Retrieved 

February 20, 2002, from http://www.vraweb.org 

VRA Core V.3<http://www.vraweb.org/vracore3.htm>

查詢時間：2003 年 10 月 15 日。 

王嵩山、陳玉苹（民 88，1 月）。數位博物館與社會

形式。 （1），7-13。 

石璋如（民 41 年，9 月）。國立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

研究所考古年表。台北市：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

究所。 

余顯強（民 90，6 月）。應用 XML Schema 架構之

Metadata 管理系統。 （1），

25-45。 

周明（民 88，1 月）。建構一個資訊分享的大社會─

─淺談數位化博物館的時代使命。

（1），5-11。 

屈慧麗（民 88，1 月）。博物館數位化會影響參觀人



 

 31 2 84 – 107   107 

數嗎？。博物館學季刊，13（1），29-34。 

後設資料工作小組 http://www.sinica.edu.tw/~Metadata。

查詢時間：2003 年 10 月 15 日。 

柯皓仁、黃夙賢、楊維邦（民 90，3 月）。詮釋資料

與數位圖書館系統互通性之探討。

（1），49-78。 

張莉慧（民 88，1 月）。CIMI 與數位化博物館。

（1），97-102。 

陳百薰等（民國 91，7 月）。數位博物館探討。

（3），15-37。 

陳亞寧、陳淑君（民 90 年 10 月）。Metadata 在數位

博物館之發展與分析。

（2），52-66。 

陳亞寧等（民 91）。後設資料系統的需求評選與發展

設計。 （1），102-127。 

陳和琴（民國 90 年 9 月）。Metadata 與數位典藏之研

討。 （2），2-11。 

陳昭珍（民國 90 年 9 月）。以 XML 技術設計詮釋資

料格式（Metadata）及數位圖書館管理系統之理論

與實作。 （2），12- 24。 

陳昭珍、陳雪華、陳光華（民 89）。XML/Metadata 管

理系統─Metalogy 之設計。

，1-11。  

陳雪華（民國 90 年 9 月）。台灣地區數位化典藏與資

源組織相關計畫之發展。 ，

49-66。 

楊孟蒨著（民國 90）。臺灣博物館資訊管理。臺中市：

捷太科技。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http://www.ndap.org.tw/ 
Links/。查詢時間 2003 年 10 月 15 日。 

蔡明月（民 92 年，6 月）。標準、規格及其資訊資源

與服務。 （4），461-479。 

「從實體到虛擬：談資訊組織發展現況與展望」（民

91，6 月）。 ，26-36。 

「視覺資源的詮釋資料標準 VRA Core」（2002）。

（1），128-142。 

「電子資源的長久保存」（90 年 3 月）。

，1-9。 

「數位典藏計畫異質系統互通機制：以 OAI 建立聯

合目錄的理論與實作」（民 90，6 月）。

（1），25-45。 

「數位時代資訊組織之發展趨勢」（民 89）。

，4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