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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部地區民間契約文書數位典藏計畫」後設資料欄位及範例 
 
後設資料工作組依據「中部地區民間契約文書數位典藏計畫」於 2009/09/03

提供的欄位及範例，整理出欄位及範例表，請見表一。 
 

表一、中部地區民間契約文書數位典藏計畫欄位及範例表 
Dspace 欄位 中文欄位名稱 範例 

dc.contributor.author 關係人 買主夥記顧岐山 
dc.contributor.author 關係人 為中人簡鼎宗 
dc.contributor.author 關係人 知見人男文傑 
dc.coverage.spatial 地點-土名 茄老圳北甲聲 
dc.creator 作者/立契人 夥記鄧囯俊 
dc.date.accessioned 時間-西元年月 2009-07-23T11:11:58Z 
dc.date.available 時間-西元年月 2009-07-23T11:11:58Z 
dc.date.issued 時間-西元年月 2009-07-23T11:11:58Z 
dc.date.submitted 藏品時間-西元年月 1773-10 
dc.identifier 典藏條碼號 LBA250187 
dc.identifier.uri 連結網址 http://hdl.handle.net/2377/28363
dc.format.extent 頁數 1 
dc.format.medium 材質 紙1 
dc.format.mimetype 尺寸 44x45 
dc.language.iso 語文 zh 
dc.title 文件名稱 乾隆三十八年夥記鄧囯俊立杜賣

盡根契 
dc.type 藏品類型 房地契約2 
dc.rights.country 典藏國家 中華民國 
dc.rights.unit 典藏單位 FCU 
dc.description.seal 印記 2枚 
dc.description.date 時間-年號 乾隆38年 
dc.coverage.place 地點-今地名 南投縣 
dc.coverage.place 地點-今地名 草屯鎮 
dc.description.plate 插圖 無 

 

                                                 
1 計畫有些紀錄著錄為「只」，應為誤植，建議計畫再審視一下資料值的正確性。 
2 計畫 2009/09/07 回覆，此欄位計畫有將英文改為中文，原本的值為 contrast，應為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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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匯出聯合目錄對照 
 

此匯出聯合目錄對照表供系統開發人員在開發 XML 資料匯入匯出功能時參
考。DC 欄位標示灰底者為轉出之必填欄位（識別碼、標題、主題、出版者、格
式、權利），以確保轉出目錄之品質。此外，因聯合目錄依採用 Simple DC，故
對照時不匯入修飾詞，僅匯入至該元素。若匯入時有多對一欄位時，則以斷行及
加上分號方式區隔。本對照係依據”One-to-One Principle”為原則，以契約原件為
描述主體，其對照表請見表二。 
 
 

表二、聯合目錄對照表 
DC 中部地區民間

契約文書數位

典藏計畫欄位

系統轉出資料規

範 
轉出欄位範例 

標題 Title 文件名稱 請一起轉出欄位

名稱，以「文件

名稱：XXX」呈

現。 

文件名稱：乾隆三十八年

夥記鄧囯俊立杜賣盡根契 

創作者 Creator 作者/立契人 請一起轉出欄位

名稱，以「作者/
立契人：XXX」
呈現。若有二個

以上，請以’；’區
隔 

作者/立契人：夥記鄧囯俊

主題 Subject3 藏品類型 請轉出資料值，

原欄位名稱替換

成「主題」，以「主

題：XXX」呈現。

主題：房地契約 

印記 請一起轉出欄位

名稱，以「印記：

XXX」呈現。 

描述

Description 

插圖 請一起轉出欄位

名稱，以「插圖：

XXX」呈現。 

印記：2 枚 
插圖：無 

出版者

Publisher 
典藏單位 請一起轉出欄位

名稱，以「典藏

典藏單位：FCU4 

                                                 
3 「主題」為聯合目錄必填欄位，但計畫無此欄位。後設資料工作組建議以「藏品類型」作為主

題詞彙。而聯合目錄的「型式」則採用 DCMI 建議的詞彙：「文字」匯入。但提醒計畫審視「藏

品類型」的詞彙，目前資料值中英夾雜，且有「book」與「contrast(應為誤植)」等英文詞彙，

建議予以統一。 
4
 建議以中文的全稱－「逢甲大學」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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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中部地區民間

契約文書數位

典藏計畫欄位

系統轉出資料規

範 
轉出欄位範例 

單位：XXX」呈

現。 
貢獻者

Contributor 
關係人 請一起轉出欄位

名稱，以「關係：

XXX」呈現。若

有二個以上，請

以’：’區隔 

關係人：買主夥記顧岐

山、為中人簡鼎宗、知見

人男文傑 

藏品時間-西
元年月 

請一起轉出欄位

名稱，以「藏品

時間-西元年月：

XXX」呈現。 

日期 Date 

時間-年號 請一起轉出欄位

名稱，以「時間-
年號：XXX」呈

現。 

藏品時間-西元年月：

1773-10 
時間-年號：乾隆 38 年 

型式 Type （預設值轉

入）5 
請以預設值轉

出，以「型式：

文字」呈現。 

型式：文字 

頁數 請一起轉出欄位

名稱，以「頁數：

XXX」呈現。 
材質 請一起轉出欄位

名稱，以「材質：

XXX」呈現。 

格式 Format 

尺寸 請一起轉出欄位

名稱，並於資料

值後註明度量單

位。以「尺寸：

XXXcm」呈現6。

頁數：1 
材質：紙 
尺寸：44x45cm 

識別碼 Identifier 典藏條碼號 請一起轉出欄位

名稱，以「典藏

條碼號：XXX」

典藏條碼號：LBA250187

                                                 
5 後設資料工作組建議應採用 DCMI Type 詞彙，因藏品皆為契約，故預設皆匯入「文字」型式。 
6 建議在轉入聯合目錄時，於資料值後增加度量單位(cm)，讓使用者清楚得知尺寸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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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中部地區民間

契約文書數位

典藏計畫欄位

系統轉出資料規

範 
轉出欄位範例 

呈現。 
語言 Language 語文 請直接轉出資料

值。 
zh7 

地點-土名 請一起轉出欄位

名稱，以「土名：

XXX」呈現。 

涵蓋範圍

Coverage 

地點-今地名 請一起轉出欄位

名稱，以「今地

名：XXX」呈現。

若有二個以上，

請以’：’區隔 

土名：茄老圳北甲聲 
今地名：南投縣；草屯鎮 

權限 Rights 典藏單位 請一起轉出欄位

名稱，以「典藏

單位：XXX」呈

現。 

典藏單位：FCU8 

（註 1：中部地區民間契約文書數位典藏計畫應提供每筆後設資料「連結到原始

資料網站」的 URL，若原始欄位「連結網址」連線正常時，可以用此欄位的 URL
匯入，但若此欄位之 URL 無法連線，計畫應另提供 URL） 
（註 2：中部地區民間契約文書數位典藏計畫應提供每筆後設資料之圖檔的

URL，若無法提供每個圖檔的 URL 以供聯合目錄連結，可將圖檔連同 xml 方式

匯入至聯合目錄） 
 

                                                 
7 此部分的資料值，有中英夾雜的情況，有些紀錄著錄為 zh；有些紀錄著錄為「中文」，建議計

畫統一此欄位之詞彙。 
8 建議以中文的全稱－「逢甲大學」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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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匯出聯合目錄網頁樣式 
 
下列為資料對照至聯合目錄後，聯合目錄檢索結果之顯示版面。若無資料匯入的

欄位，聯合目錄則不會顯示，請見表三。 
 

表三、聯合目錄網頁範例 
文件名稱：乾隆三十八年夥記鄧囯俊立杜賣盡根契 

資料識別： 

典藏條碼號：LBA250187 

資料類型： 

型式：文字； 
著作者： 
作者/立契人：夥記鄧囯俊 
主題與關鍵字： 
主題：房地契約 
描述： 
印記：2 枚 
插圖：無 
出版者： 
典藏單位：FCU 
貢獻者： 
關係人：買主夥記顧岐山、為中人簡鼎宗、知

見人男文傑 
日期： 
藏品時間-西元年月：1773-10 
時間-年號：乾隆 38 年 
格式： 
頁數：1； 
材質：紙； 
尺寸：44x45cm 
範圍： 
土名：茄老圳北甲聲； 
今地名：南投縣；草屯鎮 
管理權： 

 

典藏國家：中華民國； 
典藏單位：F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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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ublin Core 對照 
 

DC 是由 The 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DCMI)所研發，為一組具簡單
性、普遍性、延展性、國際性的後設資料元素，用以描述廣泛的網路資源，作為
跨學科領域資源分享的交換格式。透過 DC 對照，不同典藏機構可以達到彼此交
換、共享典藏品資訊之目標。由於 DC 僅 15 個欄位，可能會有部分欄位無法對
照至DC，因此為空白。本對照表主要依據 2008年發佈的Dubline Core Metadata 
Element Set, Version 1.1，並依據”One-to-One Principle”為原則，描述對象為契
約原件，詳見表四。 

 
表四、Dublin Core 對照表 

中部地區民間契約文書數位典藏計畫欄位 Dublin Core 
關係人 Contributor 
地點-土名 Coverage 
作者/立契人 Creator 
時間-西元年月 
時間-西元年月 
時間-西元年月 

－9 

藏品時間-西元年月 Date 
典藏條碼號 Identifier 
連結網址 －10 
頁數 Format 
材質 Format 
尺寸 Format 
語文 Language 
文件名稱 Title 
藏品類型 Subject 
典藏國家 －11 
典藏單位 Right、Publisher 
印記 Description 
時間-年號 Date 
地點-今地名 Coverage 
地點-今地名 Coverage 
插圖 Description 

 

                                                 
9 描述對象為原件，故後設資料的產生日期與原件無關，無須匯入。 
10 此為藏品原後設資料的網頁，與原件無關，無須匯入。 
11 典藏單位即指出為逢甲大學，典藏國家必定為中華民國，此欄位無須匯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