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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後設資料工作組發展沿革介紹

‧後設資料服務介紹：
–後設資料分析與規劃服務

–聯合目錄資料匯入協助服務

–標準中文化與在地化服務

–標準應用規範與導入服務

–後設資料教育訓練與推廣服務

–國家標準推動服務

–長期保存規劃服務



後設資料工作組發展沿革
• 1998

中研院計算中心成立metadata研發小組（名為Sinica 
Metadata Architecture and Research Team，簡稱SMART），
開始支援參與數位博物計畫的中研院計畫。

• 2001
中研院開始推動「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SMART配合支援
工作，並積極研發後設資料實施相關技術。

• 2002
在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經費贊助下，於2002年促成「數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實施，同時在技術研發分項計畫
與中央研究院機構計畫支持下，共同成立了「數位典藏計畫
後設資料工作組」（Metadata Architecture and Application 
Team，簡稱MAAT），負責此一國家型計畫與中研院有關後
設資料方面的推動與規劃。



後設資料工作組發展沿革

來源：計畫辦公室組職架構。http://teldap.tw/Program/program.php



後設資料工作組發展沿革

來源：數位技術研發與整合計畫 －計畫簡介。http://tech.teldap.tw/Intro.html

MAAT



後設資料工作組發展沿革

• Metadata Architecture and Application Team，MAAT
• http://metadata.teldap.tw/



後設資料服務介紹

後設資料工作組提供的主要服務有下列
幾種：

1. 後設資料分析與規劃服務

2. 聯合目錄資料匯入協助服務

3. 標準中文化與在地化服務

4. 標準應用規範與導入服務

5. 後設資料教育訓練與推廣服務

6. 國家標準推動服務

7. 長期保存規劃服務



後設資料服務介紹

1. 後設資料分析與規劃服務

A. 後設資料全程支援服務

B. 後設資料晤談諮詢服務

C. 後設資料應用確認服務

2. 聯合目錄資料匯入協助服務

D. 聯合目錄對照服務

E. 聯合目錄品質指標檢測服務



計畫申請通過

藏品數位化 後設資料分析

系統建置

建檔

聯合目錄資料繳交

計畫結案

聯合目錄品質評鑑

數位典藏計畫執行簡單示意圖



計畫申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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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後設資料全程支援服務

B. 後設資料晤談諮詢服務

C. 後設資料應用確認服務

D. 聯合目錄對照服務

C. 後設資料應用確認服務

E. 聯合目錄品質指標檢測服務

數位典藏計畫執行簡單示意圖



後設資料分析與規劃服務

A. 後設資料全程支援服務

以本團隊所研發的「後設資料生命週期作業模式」為
基礎，提供計畫完整的後設資料規劃與協助服務，包
括：藏品關係分析、後設資料國際標準的選擇與導入、
系統分析與功能需求書撰寫作業……等。



後設資料（metadata）生命週期作業模式
source：http://www.sinica.edu.tw/~metadata/design/design-frame.html

後設資料分析與規劃服務













後設資料分析與規劃服務

B. 後設資料晤談諮詢服務

係後設資料工作組現階段比較建議實施的服務。後設
資料工作組透過會議晤談，提供計畫參考範例，再由
計畫自己訂定所需之藏品描述欄位，後設資料工作組
進行最後的檢視與建議工作。



後設資料分析與規劃服務
MAAT 計畫

第一次晤談會議

提供參考範例

確認藏品著錄單元與關係

選擇藏品描述欄位

實際範例試填

確認後設資料架構與欄位

進行後設資料標準建議與導入

後設資料標準比對與聯合目錄匯入建議

第二次晤談會議

後設資料分析與建議報告



後設資料分析與規劃服務

C. 後設資料應用確認服務

後設資料的分析與規劃工作完全由計畫自行擬定與執
行，後設資料工作組僅進行最後的確認工作，並提出
適切的建議。



聯合目錄資料匯入協助服務

D. 聯合目錄對照服務

依據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一分項拓展臺灣數位
典藏計畫之管考作業，各項參與計畫須於後設資料建
檔完成後，將資料匯入聯合目錄。後設資料工作組為
配合此項流程，亦提供聯合目錄資料匯入服務，協助
各項參與計畫進行都柏林核心集（Dublin Core）的正確
比對。



聯合目錄匯入協助 後設資料對照報告



聯合目錄匯入協助 後設資料對照報告



聯合目錄資料匯入協助服務

E. 聯合目錄品質指標檢測服務

為了進一步確保聯合目錄資料呈現之品質，後設資料
工作組配合第一分項拓展臺灣數位典藏計畫之管考作
業，研擬後設資料品質評鑑指標，包括：符合預期、
來源、完整、正確與取用。



後設資料品質指標的實例說明

來源-標準規範評分
評分: A-100

元素使用正確性
評分: B-80
1. 資料對應正確，但資料內容呈現
有缺失，
(1)主題與關鍵字欄位同時轉入多個
欄位的資料，卻未帶欄位名稱，不
易了解意義。
(2)描述欄位也轉入多個欄位，建議
摘要大綱也帶入欄位名稱。
(3)日期欄位，應採用~作為時間範圍
的標點符號。



後設資料服務申請機制
後設資料工作組提供上述兩種主要服務的申請管道於

MAAT 網站上：http://metadata.teldap.tw/design/design-frame.html



後設資料分析與規劃服務 – 圖 1



後設資料分析與規劃服務 – 圖 2



後設資料服務申請機制



聯合目錄匯入協助服務 – 圖 1



聯合目錄匯入協助服務 – 圖 2



聯合目錄匯入協助服務 – 圖 3



後設資料服務介紹

3. 標準中文化與在地化服務：

為讓國人能快速了解與易於閱讀後設資料國際標準，
後設資料工作組依據標準建議採用之實務經驗，選擇
應用度較高之國際標準翻譯成中文，如：CDWA、EAD 、
VRA 、 TEI等。同時，也考量到東方文化和使用習慣係
與西方有所不同，部份標準更進一步進行在地化建議。
在地化包括定義解說、輔以在地範例說明、擴展在地
應用欄位等。



後設資料服務介紹

4. 標準應用規範與導入服務：

為使計畫成員在標準的導入應用能更為正確且具效益，
後設資料工作組也研製標準應用之規範，讓計畫成員
在標準引用時有較為一致的規範可參考使用。目前後
設資料工作組正在研製兩套標準之最佳實踐（Dublin 
Core Best Practice,  TWLOM Best Practice），以供計畫成員
參考使用。其中Dublin Core的最佳實踐指引將於今年底
出版。







後設資料服務介紹

5. 後設資料教育訓練與推廣服務：

配合數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的推廣，後設工作製作相
關教材，以演講、報告、授課或研討會的型式，進行

後設資料的教育訓與推廣。



後設資料服務介紹

6. 國家標準推動服務：

後設資料工作組於2007年接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委辦，
推動都柏林核心集國際標準（ISO 15836）成為國家標
準（CNS 15222）(公告日期:2007/12/4)。

另外，TWLOM  也在後設資料工作組積極的推動下，於
2007/12/17正式公告為國家標準（見標準公報97年第1期，
2008/1/15），正式名稱「CNS 15136學習物件詮釋資
料」。



後設資料服務介紹

7. 長期保存規劃服務：(發展中)

在數位化日漸普及，以及資訊科技、儲存媒體快速演
進的現象下，如何妥善保存既有產出的數位資源，以
利於未來的再利用與加值，是件深具挑戰性、急迫性
與必要性的工作。後設資料工作組從國際上現有的數
位保存應用實務與發展趨勢進行調查與研析，針對長
期保存提供建議規劃。



　

　
問題與討論



製作群

　

陳亞寧、陳淑君、沈漢聰、城菁汝、陳慧娉　



　

　

The End ….
歡迎指正

•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數位技術研發與整合計畫
後設資料工作組

• 中研院計算中心後設資料工作組

• 沈漢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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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839766 轉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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