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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概論



Metadata的源起
• Metadata一詞根據字面意義（meta+data）是「有關資料的資料」

（data about data）
• 字根「meta-」源自希臘字根，意義包括：

– 變化（change; transformation）
– 代替（substitution）
– 超越於（Beyond, above, at a higher level）
– 在~之後（behind, at the back）
– 複合物的關係或衍生
– 在~之間發生或發展在~時間之後
– 變質的過程（metamorphic process）

• 上述意義中的「超越於」，又可以包括：
• 對主題或學科的超脫之意，如：meta-economics, meta-philosophy, meta-

lexicographical。
• 某事的二階（second-order）或基礎性質（fundamental kind），如：

metacondition, metacriticism, metagrammar, metatheory。
• 計算的技術用語，意指軟體或資料運作於更高層次抽象概念，如：

metacompiler, metadata, metafile。



Metadata的源起

• 「data」：代表任何的資源。如：數位影
像、資料庫、書、博物館的藝術品、檔案
館的檔案記錄、後設資料記錄、服務、實
際地點、人、事件、概念等。



Metadata的源起

• 「metadata」該詞彙產生於何時，由誰所
發明？

– 起源於1960至1970年代的資料庫領域。

– 另一方面，「Metadata」（第一個字母大寫）
此名詞也在1969年由梅爾斯（Jack Myers）創
造，作為公司及產品的名稱，並在1973年登記
註冊為美國專利商標。



Metadata的名詞界說
• 後設資料

• 詮釋資料

• 中介資料

• 超資料

• 元資料 (元數據)

共識？



Metadata的定義





Metadata的定義探討1

有關資料的資料 (datadata about about datadata)

MetadataMetadata標準，是為支援互通性的資料描標準，是為支援互通性的資料描
述，所取得一致的準則述，所取得一致的準則
Metadata standards are agreedMetadata standards are agreed--on criteria for on criteria for 
describing data to support interoperabilitydescribing data to support interoperability

Example:Example: July 3, 2003July 3, 2003
3 3 JuilletJuillet 20032003
20032003--0707--0303
0707--0303--20032003
0307200303072003



界定Metadata

• 現存很多Metadata的各種定義，端視特定
社群或使用情境而不同．

• 字義與抽象的定義：

– 有關資料的資料（data about data）

• 更明確的定義：

– 有關資訊物件之結構的資訊（structured 
information about an information object）



界定Metadata
• 其他重要的定義：

– 圍繞資料物件的一大群附屬（間接）的資訊（A cloud of 
collateral information around a data object）

– 描述資源屬性的資料 (Data describes attributes of resources)
– 有關資料背景與關聯性、資料內涵以及資料控制等相關資訊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text of data and the content of 
data and the control of or over data).

– 任何協助辨識、描述與放置網路化電子資源的資料。目前存
在許多不同的metadata格式，有些在描述上很簡單，有些則
相當複雜而豐富。(IFLA, 國際圖書館協會)

– 記載資料元素或屬性（如：名稱、大小、資料類型等）的資
料、有關記錄或資料結構（如：長度、欄位、行列等），以
及有關資料的資料（如：位置、關聯、擁有者等）。

– 當metadata是以結構的層級方式編排時，可以稱為「知識本
體」（Ontology）或綱要（schema）

– metadata就是資料 (Metadata is data)



Metadata的面貌
不同社群的習慣稱呼

• 電腦界：資料字典．綱要（Data Dictionary, 
Schema）

• 圖書館界：圖書館目錄(Library Catalogue)
• 博物館界：館藏記錄、登錄、資料標準

（Documentation, Register, Data Standard）

• 檔案館界：檔案描述、檢索工具（Archival 
Description, Finding Aids）

• 數位學習社群：學習科技標準（Learning 
Technology Standards）



Metadata

不是Metadata

Metadata的實例



簡略的
Metadata

Metadata的實例



Metadata的實例
圖書館卡片目錄



Metadata的實例
資料字典(data dictionary)



Metadata的實例
博物館登錄資料庫



博物館編目表單
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蒐藏品編目表 

 
編目者:  
編目日期:  年/  月/  日  

基本資料 
登錄號  編目號  
藏品名稱  數量  
取得方式  入館日期  
取得來源  
取得價格  財產編號  

保險金額  加保日期  

庫房儲存區位    
物件評估報告案號  物件研究報告案號  
 
鑑定項目 

發明年（代）  生產地  
生產年（代）  

所屬 
年代 

啟（使）用年（代）  
製造者  

□原件（original） 

□復原件（restoration） 

□複製件（replica） 

□仿製件（imitation） 

□原尺寸模型（full-scale model）

□比例模型（scale model）

 
 
 

屬性 

 

□其他_____ 

說明： 

 
 
 
 
 
 

量度 長 寬 高 直/半徑 重量 

材質  顏色  

功能  
 
 
 
 
 

狀況 

 

□有 Yes(詳狀況報告編號 #_____) 

□無 No 

價值  

其他有意

涵之痕跡

（mark）
或訊息

（message）

 

 



Metadata的實例
檔案館登記表

Metadata欄位





Metadata的實例
XML Metadata

描述與管理性
Metadata



Metadata的類型 I
描述性metadata

• 意涵：
– 用來描述或識別資訊資源的metadata，主要目的是為資源的

探索與識別，所進行的metadata描述。在資料庫或系統層
次，是為能查詢與檢索資源，如：查詢一個影像典藏品系
統，以找到所需的一幅書晝；在網路層次，則是能讓使用者
探索資源，如：查詢web網，找到有關印象派畫家雷諾瓦的數
位化作品。

• 應用範例：
– 編目記錄、查檢工具、專門性索引、兩個資源間的超連結關

係、使用者的註解、記由記錄創造者產生的記錄保存系統
等。元素實例，包括資源的內容或書目性特徵，如：題名、
摘要、創作者、關鍵詞、語言；資源的實體特徵，如：資源
媒介、尺寸、狀況；唯一識別碼，如：PURL, Handle。

• 相關標準：
– Handle、PURL (Persistent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Dublin Core（DC）、MARC、HTML Meta Tags、Art and 
Architecture Thesaurus（AAAT）、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CDWA）等。



Metadata的類型 II
結構性metadata

• 意涵：
– 指出複合的資源如何集合在一起，例如：章節內的頁之組合

順序，以助於電子資源的瀏覽與展現。

• 應用範例：
– 提供資源內部結構的相關資訊，包括：頁，節，章，頁數，

索引及目次等。描述資料之間的關係，如：照片B是包含在手
稿A之內連接相關檔案，如：檔案A是檔案影像檔B的JPEG格
式。元素實例，包括結構化的標籤，如：題名標籤、目次、
章、節、戡誤表、索引、子物件之間的關係（如：日記中的
照片）等。

• 相關標準：
– SGML、XML、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 (EAD)、

MOA2、Structural Metadata Elements Electronic Binding 
(Ebind)等。



Metadata的類型 III
管理性metadata

• 意涵：

– 用來管理資訊資源的metadata，包括資源在何時、
如何被產生，及誰能取用它等資訊。

• 應用範例：

– 徵集資訊、權利與複製追蹤、合法取用的需求記
錄、位置資訊、數位化的選擇、相似資訊物件間的
版本控制與區別、文書保存系統的稽查特徵等。元
素實例，包括：擁有者、智財權日期、複製及散佈
限制、使用權資訊等。

• 相關標準：

– MOA2、Administrative Metadata Elements等。



Metadata的類型 IV
保存性metadata

• 意涵：
– 有關資訊資源的保存管理之metadata。

• 應用範例：
– 資源的實體情況之記錄、保存實體與數位版

資源的活動記錄，如：資料更新與遷移等。
元素實例，包括各種保存活動，如更新週
期、遷移等。

• 相關標準：
–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Preservation 

Metadata for Digital Collections、CEDARS



Metadata的類型 V
技術性metadata

• 意涵：

– 有關系統如何運行或metadata如何運轉之資訊，以
促進數位典藏品的短期與長期管理及處理，包括：
建立典藏品的技術性資料及品質控管等。

• 應用範例：

– 硬體與軟體的記錄、數位化的資訊，如：格式與壓
縮率、 追蹤系統反應時間、認證與安全資料，如：
加密密鑰與密碼等。元素實例，包括技術資料，像
是掃瞄類型與模型、解析度、位元深度、色彩空
間、檔案格式、圖像壓縮、光源等。



Metadata的類型 VI
使用性metadata

• 意涵：

– 有關資訊資源的使用層次及類型之
metadata。

• 應用範例：

– 展覽記錄、使用與用者追蹤、內容再利用
與多重版本資訊等。



Metadata標準的構面

Borrowed from: 
David Bearman’s WGSAD Matrix (1989)

ISAD-G

標準的強度性

標準的發展
社群

資料內容

資料結構

語法

資料值／
控制詞彙

技術標準 成規 指引

EAD

內在
社群

外來社群

Metadata組成要件

MARC

CanCoreDublin 
Core



Metadata標準綜覽



標準的詳簡類型

特定性

一般性

簡單格式 豐富格式

●

●

●

DC

VRA

CDWA
EAD
LOM



一般性後設資料

• 特色：簡單，具延展性，跨學科，跨資料類
型。

• 典型代表：都柏林核心集 (Dublin Core)，強
調支援數位典藏品的資源探索 (Resource 
Discovery)。



特定性metadata 1

• 特色：著重特定領域資訊的共同需求與著
錄標準。

• 典型代表
– 圖書館社群：MARC, MODS
– 博物館社群：CDWA, VRA, CIDOC
– 檔案館社群：EAD
– 政府社群：GILS
– 視覺資源社群：VRA Core Categories
– 植物標本館社群：HISPID, DarwinCore
– 教育社群：IEEE LOM
– 音樂社群：SMDL



特定性metadata 2

• 典型代表
– 出版業：ONIX
– 電子商務：INDECS, ONIX
– 數據型資料：ICPSR Data Documentation Initiative
– 文字型資料：TEI
– 靜態影像：NISO Dictionary for Technical Metadata for 

Digital Still Images
– 地理資料：CSDGM (FGDC) 
– 視聽媒體資料：MPEG-4, MPEG-7 for Audio and 

Video



都柏林核心集（Dublin Core）
標準專論



Dublin Core基本概念

• 都柏林核心集(Dublin Core, DC)
– DC metadata元素集是源自1995年，由OCLC與NCSA在美國

俄亥俄州Dublin所召開的研討會，形成共識而成，因此取次會
議的地名作為metadata元素集的名稱

– 目前已成為相關國際與國家標準
• ISO Standard 15836-2003(2003年2月)
• NISO Standard Z39.85-2001 (2001年9月)

• 都柏林核心集metadata計劃(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 DCMI)
– DC的後續發展及相關規格書，目前由DCMI組織管理．主要活

動包括：
• 標準發展與維護(包括：舉辦國際會議，工作小組會議等)
• 支援上述所需的相關工具，服務與基礎建設（包括DCMI 

metadata註冊中心) 
• 教育活動與支援



Dublin Core基本概念
• DC原來發展的旨趣，是以簡要的15個元素描述

網路為基礎的文件．推出後廣受各領域及各資
料類型的應用，也衍生更複雜的需求．為此，
DC製訂修飾語(qualifier)，以及成立相關工作小
組製訂應用檔案(application profile)

• 元素使用的特徵：
– 每個元素皆為選擇性(可以採用或不採用)，及皆為可

重複著錄

– 每個元素可以任何排序呈現

– 建議一些元素使用控制的值，但並非必備

– 每個元素的內容著錄規則，由個別建置單位訂定

– 鼓勵採用所屬特定領域的應用檔案，並遵守這些應
用檔案規範的資料內容與資料值之規範或標準



DC基本結構
元素

Title (題名) Creator (主要作者)
Subject (主題) Description (描述)
Type (類型) Format (型式)
Publisher (出版者) Source (來源)
Language (語言)        Contributor (其他作者)  
Date (日期) Relation (關聯性)
Identifier (識別碼) Rights (著作權)
Coverage (時空範圍)



一個簡例



Dublin Core的目標與定位

• 更容易找到資源

– 發展出能夠探索(discovery)跨領域(across 
domains)資源的metadata標準．

– 訂定出能夠讓不同套metadata間互通的架構
(framework)

– 發展出與特定領域/社群(discipline-specific) 
metadata標準間，能夠跨領域探索資源與
metadata互通(interoperability)的架構．



一個簡例

後設資料工作組網站關聯性 (Relation)
Text/html格式 (Format)

http://www.sinica.edu.tw/~metadata/projec
t/project-frame.html識別碼 (Identifier)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後設資料工作組

出版者 (Publisher)
陳淑君作者 (Creator)
後設資料工作計畫題名 (Title)

資料值元素名稱



DC基本結構
修飾語

• 二大類型：
– 元素限定詞(Element Refinement). 

• 這類的修飾語可使一個元素的意義更精細或更特
定．

– 編碼體系(Encoding Scheme)
• 此類的修飾語確認出能夠協助一個元素值的解釋

之系統，包括：
– 控制詞彙(controlled vocabularies)
– 正式的標記方式(formal notations)
– 或解析規則(parsing rules)

• 如：來自分類系統或主題標目的詞彙，或與正式
標記相符的字串(如：2005-07-23)

• 請詳實例：



元素名稱：Date
• 標示：日期（Date）
• 定義：在資源生命週期中，某事件之日期。
• 說明：日期通常可用來表示資源的創作或可供使用的

時間。建議遵循 ISO 8601 [W3CDTF]之標準著錄日
期，即以YYYY-MM-DD的格式著錄

• 元素限定詞(Element Refinement)
– Available
– Created
– Issued
– Modified 
– Valid

• 編碼體系(Encoding Scheme)
– DIMI period
– W3C-DTF



資料來源：http://catalog.ndap.org.tw/dacs5/System/Exhibition/Detail.jsp











Metadata需求與選擇方法



MAAT and the NDAP：Organization Chart







Layer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Metadata in the NDAP

Data Type Layer

Discipline Layer

Functionality Layer

Community Layer

Rubbings, Files, Rare Books, Full Text, Specimens, 
Corpus, Maps, Photo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udio-Visual, Score, Dress, Reports, Investigation, etc.

Arts History, Politics, Humanities, Archeology, Ethnology, 
Diplomacy, Zoology, Botany, Genomics, 
Linguistics, Geology, Geography, etc.

Museum, Archives, Library, Herbarium, etc.

Resource Discovery, Description, Exhibition, 
Preservation, Rights Management for e-Commerce,
e-Learning, etc.



The Metadata Challenges

• The NDAP faces issues of 
• A lot of collection projects
• A diversity on communities, disciplines, data types, 

and functions simultaneously 
• The limitation of metadata practitioners

• Can a systematic approach for various projects 
to achieve:
• Cost-effectiveness ?
• Quality assurance ?
• Consistency ?
• Interoperability ?



The Metadata Challenges
from view point of the collection projects

• How to getting started?
• No idea of metadata 

standards
– A-state-of-the-art 

metadata 
development

• Museum Community
• Archives Community
• Biodiversity 

Community…etc.
• How to decide the 

metadata standards?
– A universal standard? 
– Adopt one set or multiple 

sets of standards?

• To what extent of 
standards can help?
– description, retrieval, 

exhibition, preservation…
• No idea of metadata 

system development
– Content experts vs. system 

developers
• Domain specific vs. 

generic Metadata
– For domain experts’

research
– Union catalogue For publics
– Cross domains

• ……



The Strategies

• User-centered approaches 
• Metadata Methodologies

– The Metadata Lifecycle Model
• Generic & Domain-specific Parallel 

Strategy
• Metadata Application profiles
• Domain-specific Common Core
• Translation of Metadata Standards 



Metadata的方法學

• 如何規劃，設計，選
擇，建置，評鑑，服
務？

• Metadata生命週期作
業模型

Chen, Y.-N., Chen, S.-J., & S.C. Lin. (2003). A metadata lifecycle model for digital libraries: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69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Council, 1-9 Aug. 2003.



The Concept of Metadata Lifecycle 
Model (MLM)

• A continuous event served as a lifecycle 
to trigger responsive activities for 
various requirements when new needs 
come up.

• A systematic workflow to conduct 
content analysis and system analysis.

• A service for content experts and 
system designers.



A close look at the Metadata 
Lifecycle Model

• Step 1
Acquisition of Metadata Base Needs
– Acquire preliminary information and contacts

• Contact window, scope, legacy system…
– Establis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team work

• Goal, schedule…
• Step 2

Review of Relevant Metadata Standards and Projects
–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metadata standards

• The four-layer for metadata selection
– Current metadata trends and issues

• (Example) Biodiversity - GBIF, TDWG, BioCASE, Species 2000
– Examination of use cases and their experiences



Types of Standards

ISAD
AACR2

DC

Z39.50LOM

ISO 5127-3
Iconic Documents

CCO



Types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

• Term Lists
– Authority files
– Glossaries
– Dictionaries
– Gazetteers

• 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ies
– Subject headings
– Classification Schemes, Taxonomies, and 

Categorization Schemes
• Relationship Lists

– Thesauri
– Semantic Networks
– Ontologies



The methodologies
selection of metadata standards

Chen, Y.-N., Chen, S.-J., & S.C. Lin. (2003). A metadata lifecycle model for digital libraries: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69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Council, 1-9 Aug. 
2003.



A close look at the Metadata 
Lifecycle Model

• Step 3
Investigation of Deep 
Metadata Needs
– Cover data structures, data 

contents, data values and 
system requirements 

– A concept of content 
analysis is deployed.

– Granularity identification
– Relationship identification

• Internal 
• External

• Step 4
Identification of 
Strategies for the 
Metadata Schemes and 
Interoperability 
Mechanism
– One size can not fit for all.
– The concept of metadata 

“application profile”
• Adopting one or several 

existing metadata 
standards

• (Example) Rare book : 
MARC21＋EAD＋TEI Lite



Rubbing
(拓片)

Association Diagram
An example of Chinese Rubbings

Book A

Appeared in

Ref. Literature

Reference to/from

Related Rubbing
(相關拓片)

Related to

Original Stone/
Wood
(原件)

Stemmed from

Whole Frame
(全形拓)

Inscription
(銘文拓片)

Image
(器影)

Ver. A(1,2,…)
Ver. B(1,2,…)

Ver. A(1,2,…)
Ver. B(1,2,…)

Ver. A(1,2,…)
Ver. B(1,2,…)

Rubbed into

Seals
(印記、題跋…)

Attached with



Model of the levels of arrangement of a 
fonds

A Case of the NDAP

Fonds

Sub-founds

Series

Sub-series

Files

Item

Series Series

Sub-series

FilesFiles Files

Item
Item

Item
Items

Item
Item
Items

12 archival collection    
projects

4~8 levels

2 projects

1 project

2 projects

2 projects

1 project

2 projects

2 projects

Administrative fonds

Sub-sub-series

Sub-sub-series



A FRBR-based Metadata 
format (CDWA) for the case of 

NPM

Chen, Y.N.& Chen, S.J. (2004). A metadata practice of the IFLA FRBR model: A case study for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60(2), 128-143.



A re-examination of workflow for 
the digital library

Chen, Y.N.& Chen, S.J. (2004). A metadata practice of the IFLA FRBR model: A case study for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60(2), 128-143.



Sourc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ound miniature curio-box with bamboo-strip veneer and twined Indian-lotus décor
清 竹絲纏枝番蓮多寶格圓盒

Granularity Issues
Object/Work: COMPONENTS



A close look at the Metadata 
Lifecycle Model

• Step 5
Preparation of the Metadata 
Requirement Specification
– A common agreement / bridge

among collection project 
participants, metadata 
specialists, and system 
designers.

– The content includes:
•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project
• Objectives and scope of 

the metadata system
• Statement of adopted 

metadata standards
• Metadata elements and 

structure
• Attributes of metadata 

elements
• Input template and related 

standards crosswalking

•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 XML DTD
• Step 6

Evaluation of Metadata 
Systems
– EVALUATION

• Assessment of potential 
metadata systems

• As a reference for
– Revision of metadata 

requirements
– Outsourcing
– System design, or
– Collaboration of system 

development



The methodologie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 Documentation
• Access
• Display
• Administration

The English title of the 

element 

Element 
Sub- 

element

Basic 

search

Advanced 

search 

Brief  

Display

Display 

order 

Detail 

Display

Pay to 

access 

Object Type  Y Y Y  Y  

Accession 

Number 

   Y Y Y  

Main Object  Y Y Y Y Y  
Other Name  Y  Y  Y  
Creator  Y Y   Y  
Condition   Y   Y  
Grade      Y  
Quantity      Y  
Storage 

Department 

     Y  

Cataloging 

Date 

       

        
        
        
        

 



A close look at the Metadata 
Lifecycle Model

• Step 7
Preparation of Best 
Practice Guidance
– To ensure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metadata 
records in the collection 
project

– The content includes:
• Element name
• Definition
• Description rules
• System suggestion
• Examples
• Mapping to relevant 

standards

• Step 8
Development of the Metadata 
System
– Approaches include:

• Metadata Requirement 
Specification (MRS)

– Develop metadata systems 
according to the final version of 
MRS that are agreed between 
collection project team and 
metadata team

– The case is usually happened in 
the situation that the collection 
project well 
understands/expresses their own 
requirements

• Prototyping
– Develop metadata systems 

according to both the draft of MRS
and the direct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llection 
project team and system 
development team 

– This case is usually happened in 
the situation that the collection 
project only have rough/unclear 
ideas about their own 



A close look at the Metadata 
Lifecycle Model

• Step 9
Maintenance of 
Metadata Service
– Guarantee the quality 

assurance of metadata 
mechanisms

• Step 10
Evaluation of Metadata 
Performance
– ASSESSMENT

• The whole metadata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 The content includes to 
evaluate: 

– Metadata record quality
– Effectiveness of adopting a 

metadata scheme for 
retrieval

– Use of metadata creation 
tools within the collection 
project

– How well each stage of the 
metadata lifecycle model 
has been performed

• The service model

Metadata Team

End User

System Designer Content Provider

Direct relationship

Indirect relationship



The Outcomes
Metadata Applications of Museum-wide 

Community
• Data Structures

– CDWA(16)，VRA(1)，IFRB-
FRBR(1)，CIDOC(1)，
MARC(1)

• CDWA Application Profile
– 22~ 210 elements
– Application of Main 

Categories：96% (26:27)
– Application of Sub-

categories：66% 
– Fully Adoption：6 elements

• Data Contents
– Local rules
– CCO

• Data Value
– 2~58 elements us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 
(controlled vocabularies)

– Types of th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

• Lists of controlled 
vocabularies

• Authority Control (Personal 
name, place name, time-span, 
subject, archaeological period



『Artifacts 
Database』

『Reference Database』mapping to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Motif Database』mapping to：
【Subject Matter】

『Visual Documentation Database』
mapping to ：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s】

『Inscription Database』mapping to 
【Inscription/Marks】

『Exhibition Database』mapping 
to：【Exhibition/Loan History】

[Accession 
Number]

Time Span  Authority 
File

Place Name  Authority 
File

Personal Name 
Authority File

『』NPM ; 【】CDWA; proceeding; in progress

The Diagram of Chinese Antiquities 
Database & Applied CDWA Categories



Metadata Mappings



Metadata Mappings



Metadata Mappings



The Union Catalog of NDAP

Dublin Core-base



CDWA Lite
An Empirical Study



CDWA Lite
An Empirical Study

CDWA Lite NPM Dublin Core NDAP-

Union

1. Object/Work Type Wrapper 「Media」 

Cloisonné, Glass 

Type ˇ 

2. Title Wrapper 「Object Title」 

Cloisonné box with lotus-spray decoration, 

Ching-t’ai reign (1450-1456), Ming dynasty

Title ˇ 

3. Display Creator 「Creator」 Creator ˇ 

4. Indexing Creator Wrapper 「Creator」 Creator ˇ 

5. Display Measurements  「Dimension and Weight」 
6.3cm (height of body), 12.4cm (diameter 
of mouth), 634.6gram (weight) 

Format ˇ 

6. Indexing Measurements 

Wrapper 

「Dimension and Weight」 
6.3cm (height of body), 12.4cm (diameter 
of mouth), 634.6gram (weight) 

Format ˇ 

7. Display 
Materials/Techniques  

「Formal Description」 
Ware(胎質): copperware 

Glaze color(釉色): multi-color glaze (多彩

釉)-Cloisonné (technique) 

Description  

8. Indexing 
Materials/technique 
Wrapper 

「Formal Description」 
Ware(胎質): copperware 

Glaze color(釉色): multi-color glaze (多彩

釉)-Cloisonné (technique) 

Description  

9. Display State/Edition 
Wrapper 

 

 

Description

 

 

 

10. Style Wrapper 「Kiln System」 Type/Descrip

tion 

 

11. Culture Wrapper 「Archaeological Period」 Type/Descrip

tion 

 

12. Display Creation Date 「Time」 
Begin: 1450AD (Ching-t’ai Period) 

End: 1456AD 

Date ˇ 

13. Indexing Dates Wrapper 「Time」 
Begin: 1450AD (Ching-t’ai Period)  

End: 1456AD 

Date ˇ 

 

CDWA Lite NPM Dublin Core NDAP-

Union

14. Location/Repository 
Wrapper 

「Identify Number」 
「Storage Department」 
「Storage Place」 
ID：中琺000714N000000000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tiquities Department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D ˇ 

15. Subject Indexing 
Wrapper 

「Decoration」 
Plant-Flower-Passionflower 
(Indian-lotus) 

Subject ˇ 

16. Class  「Function」 
container 

Type ˇ 

17. Description/Descriptive 
Note 

「Introduction」 
Carved in low relief, this copper body box 

and its lid were cast in the shape of a lotus 

blossom. ～～Each petal of lotus blossom 

inside the box and the lid is decorated with 

one multi-colored passionflower 

(Indian-lotus). ～～This object was 

exhibi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our 

exhibition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in 1996. 

Description ˇ 

18. Inscriptions Wrapper  「Inscription」 
incision in a horizontal row, from 
right to left—semi-cursive script, 
carved with knife, a reign title,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 script  

Description  

19. Related Work Wrapper 「Catalog Level」 Relation  

20. Rights for Work 「Copyright」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ight ˇ 

21. Record Wrapper 「Cataloging History」 Relation ˇ 

22. Resource Wrapper 「Image」 Relation ˇ 

 



Interoperability Strategy1

Generic

Dublin Core

Domain-specific

CDWA, EAD, LOM, 
TEI Lite…etc.

For the public, serve as
a base for cross-domain
interoperability

For a discipline-oriented, 
professional, in-depth, and 
precise search

Chen, Y.-N., Chen, S.-J., Sum, H.-C., & S.C. Lin. (2003).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metadata system: From user needs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2003 Dublin Core: Supporting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and Practice: Metadata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28 Sep. – 2 Oct. 2003.



Interoperability Strategy2

Domain-specific

CDWA, EAD, LOM, 
TEI Lite…etc.

For the specific community,
serve as a base for cross-
project interoperability

For a discipline-oriented, 
professional, in-depth, and 
precise search

Thematic

Common Core

Institutional

Common Core



Interoperability Strategy3

Domain-specific

CDWA, EAD, LOM, 
TEI Lite…etc.

Generic
NDAP

Union Catalogue

Thematic
(eg. CDWA Lite) Institutional

Individual Project
Repository

Thematic or Institutional
Union Catalogue



Translation of Metadata 
Standards



國際間博物館
Metadata標準的發展



加拿大資產資訊網(CHIN)的觀點

• 管理博物館館藏資訊的標準，可以分為5大類型，範圍含
括最精確的技術標準至一般性的指引．目的在使博物館資
料，能夠有效且一致地在自動化與紙本為主系統中，進行
索引、儲存、 檢索與分享．
– Metadata標準（又稱資料結構標準）如：CDWA，Object ID, 

CIDOC
• 博物館藏品：描述館藏層次，描述藝術藏品，描述建築與考古遺址，

描述民族誌與人類學藏品，描述物件的識別與安全
• 博物館資訊的資料模型(data model)
• 博物館後設資料的對照(crosswalking)
• 其他：綜合性，多媒體，數位保存，智財權與電子商務，教育等後設

資料標準

– 編目標準（又稱資料內容或資料格式標準）如：CCO, AACR2, 
RAD

– 資料值標準． 如：AAT
– 交換標準．如：Z39.50，OAI
– 作業程序標準．如：Spectrum



博物館電腦網路組織（MCN）的
觀點

• 設置「標準與控制詞彙」工作小組
– 致力於電腦技術應用於博物館的相關控制詞彙與標準
– 倡導標準的應用與測試，並展示新的與發展中的標準．
– 每年年會中規劃專門的場次，討論此主題相關進展與成果．

• 對於標準，該組織提出對博物館功能最有助益的電腦相關
與控制詞彙標準，共分為6大類型
– 綜合性計算標準 (包括：OAI, METS, DC, RDF, XML, SGML, 

Z39.50)
– 特定社群建置的綜合性標準 (包括：CIMI DC, EAD)
– 特定社群的metadata格式 (包括：CDWA, CIDOC, VRA, Object ID, 

REACH, MARC)
– 特定社群的內容標準 (包括：AAT, ULAN, TGN, LCSH, MeSH, 

ICONCLASS)
– 數位影像標準 (包括：NISO Technical Metadata for Digital Still 

Images, JPEG, TIFF)
– 時間為基礎的數位媒材標準 (包括：MPEG-1,2,4,7,21, RTP, SMIL)



國際博物館協會（CIDOC）的觀點

• CIDOC與Getty研究中心共同出版的「國際博物館
與文化資產資訊標準之發展」文獻中，對於該社
群的標準與指引提出如下的分類：
– 作業程序標準
– 資料結構標準

• 博物館物件 (Museum objects)
• 藝術創作與視覺資源 (Art works and visual resources)
• 民族誌 (Ethnography)
• 考古遺址與遺跡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monuments)

– 資源描述與後設資料標準
– 專門術語標準 (Terminology standards)
– 影像與多媒體標準



The Peabody Museum的觀點

• 藏品記錄標準 (Documentation Standards)
– 包括：CIDOC Information Categories, 

Spectrum, WordHOARD, AAT, CDWA等

• 資料模型 (Data Models)
– 包括：CIDOC Relational Data Model, UCMP 

Data Modelling Project
• 大眾查詢標準 (Standards for Public 

Access)
– 包括：Dublin Core



ADS的觀點

• 將考古學的標準區分二大類

– 資料記錄與內容標準(Data Documentation 
and Content Standards)
• 正式標準Formal Standards 
• 草案標準Draft Standards 
• 非正式標準與有用的資源Informal Standards and 

Helpful Resources 
– 空間資料標準Spatial Data Standards 



博物館類Metadata標準的發展
綜合討論

狹義 Metadata 廣義

Metadata標準
• 資料結構(綜合．特定)

編目標準
• 資料內容

控制詞彙
• 資料值

• 作業程序

• 交換標準



博物館類Metadata標準的發展
綜合討論

• 資料結構的標準
– DC
– CIMI Profile
– CDWA
– VRA Core Categories
– Object ID
– Spectrum
– CIDOC(考古遺物，考古遺

址，民族學)
– RLG REACH Element Set
– MIDAS…

• 資料內容的標準
– CCO

• 資料值的標準
– AAT, ICONCLASS等35種

控制詞彙標準

• 作業程序的標準
– Spectrum

• 交換的協訂標準
– OAI, Z39.50

• 資料模型的標準
– CIDOC CRM, ABC

• 特定媒材的標準
– MPEC



博物館類Metadata標準的發展
綜合討論

• 標準的好處：
– 改善資訊的品質與一致性
– 改善資訊結構的相容性
– 保護資料的長久價值
– 促進資訊的檢索與交換
– 促進資訊的分享
– 改善內容管理
– 降低重複成本與作業
– 最終逹到最多的研究結果



CDWA標準專論

藝術品描述類目(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最新版本：第3版修訂訂

年代：2005年6月(持續進行中)
發展者：Getty



CDWA簡介

• 背景與定位

– 由Getty研究機構的藝術資訊專案小組(Art 
Information Task Force, AITF)所發展

– 描述物件(object)與影像(image)的後設資料

– 提供一個藝術資料庫的詳盡的結構指引

– 應用單位可以視實際個案，調整之



CDWA簡介

• 背景與定位

– 原以學術研究的需求與觀點發展而成，並進而
延申至提供博物館，展覽與保存的需求

– 使用群包括：博物館，鑒賞家， 海關，執法機
購，保險公司…等

– 提供保護藝術作品最基本所需的資訊



CDWA結構

• 主類目：27個．所有(主／次)類目：381個

物件／作品，題名，階段，版本，創作，現藏
地點，分類，主題，背景，風格／時期，測量
材質與技術，手法，形式描述，銘文／標記，
現況／鑑定，保存／處理歷史，方位／佈局，
展覽／借展歷史，擁有權／收藏歷史，版權／
限制，編目歷史，相關作品，相關視覺檔案，
相關參考文獻，批評性回應，描述註記



CDWA 結構

• 類目結構：類目－次類目
– 定義 (Definition)
– 討論 (Discussion) 藝術史重要的資訊，包括：它對研

究員的目的，它的本質/特質，可能的來源.
– 關聯性 (Relationships)
– 用法 (Uses) 討論此資訊如何應用在研究上

– 檢索 (Access) 描述研究員可能希望檢索到此資訊的方
式

– 範例 (Examples)
– 術語/格式 (Terminology/Format)



CDWA結構

• 重要的應用原則：連結關係圖

資料來源: Getty & College Art Association (2000)



物件/作品 (Object/Work) 
• 定義：辨識所描述作品的類型與數量
• 次類目：

– 編目層級 (CATALOG LEVEL) eg.群組
– 數量 (QUANTITY) eg. 一幅
– 類型 (TYPE)  eg.素描
– 組件 (COMPONENTS) eg.一張紙分成左頁和右頁，兩頁皆有素描

• 數量 (QUANTITY) 
• 類型 (TYPE)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於特定類別的作品數量，並能查到特定類別的作品，不管是作品本身或

是其組件。
– 「物件/作品－類型」可以縮小特殊類型作品的檢索範圍，並反應出藝術

史學者關注的焦點，例如在雕刻、繪畫或是織品。



分類 (Classification)
• 定義：在正式的分類架構下，依據類似的特徵將藝術或建

築作品歸類
• 次類目：

– 術語 (Term)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將作品放在特定的背景上來描述
– 依據正式的分類系統連接藝術作品或建築到範圍更大、更小和相

關的物件上
– 若應用於一般類別的物件所形成的階層式分類系統來作分類，語

意較廣泛的術語(傢具)和較狹窄的術語(椅子、桌子或床)就可以作
連結。如果是以社會功能來作為分類體系的依據，則所有作品都
會連結到儀式功能，而不管是織品、金屬物、書或擺設品。



方位/配置
(Orientation/Arrangement)

• 定義：描述作品打算被看到或已經被展示的方式
• 次類目：

– 描述 (Description)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作品的定位和配置方式對理解其意義和背景具有重要

性。除了記錄現在的擺設方式，預定的或過去的擺設
方式也需要記錄。

– 完整敘述一件作品的配置位置對安裝更大型作品是很
重要的，因為通常組件是分開存放的。這將有助於在
作品再次展示時精確地重建。



題名 (Titles or Names) 
• 定義：一件藝術、建築作品或作品群組被給定的標題或名稱，也包含

標題的類型和使用的時間
• 次類目：

– 名稱 (TEXT)  
– 類型 (TYPE)
– 時間 (DATE)
– 備註(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題名通常被用來識別特定的藝術或建築作品。但是許多作品可能有相同

的標題，例如聖母和聖嬰，則標題應包含其他如在「現藏地點」和「創
作」的資訊類別

– 一次作品題名的重要改變通常說明了藝術歷史的發現。例如：當繪畫的
主題能夠正確被識別出時，標題就從「握劍婦女的試作」改成
「Richeliey樞機主教名望的試作」

– 題名的時間可作為藉由某時間內通行的標題來識別檔案內的作品或去了
解在特定時間內作品是如何被詮釋的



階段 (State) 
• 定義：說明一件藝術物件/作品的不同創作階段
• 次類目：

– 識別 (Identification)
– 備註(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知道一件作品的試印階段可以幫助歷史學者辨識出作

品來。而從作品的階段可以看出作品的創作歷程，不
同的階段顯示了一個概念發展的不同歷程。當我們比
較不同階段的作品時，可以說明其不同版本作品的發
展。當一件作品被放在創作歷程的時間流裡，其創作
時間的估計將會更準確



版本 (Edition) 
• 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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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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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次類目：
– 版次或名稱 (NUMBER OR NAME) 
– 版印序號 (IMPRESSION NUMBER)
– 總數 (SIZE)
– 備註(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版本的描述協助了作品的識別、提供作品研究的背景、定年和評

價上的幫助



測量 (Measurements) 
• 定義：提供有關藝術或建築作品的大小、形狀、比例和體積等資訊
• 次類目：

– 尺寸 (DIMENSIONS)  
• 範圍 (EXTENT)
• 類型 (TYPE)
• 數值 (VALUE)
• 單位 (UNIT)
• 修飾語 (QUALIFIER)
• 日期 (DATE)

– 形狀 (SHAPE)
– 大小 (SIZE)
– 比例 (SCALE)
– 格式 (FORMAT)
– 備註(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不同類型作品的測量資訊應依照不同的標準著錄(如:二度空間, 三度空間)
– 測量資料有助於識別物件，也有助於區別相似的物件
– 研究者可能有興趣於研究特定形狀或格式的作品，並去比較類似的藝術作品，同

時，尺寸大小通常提供物件間相關的實證證據，例如重新組合四散的素描本或識
別出一對繪板。



材質與技術 (Material/ Techniques) 
• 定義：創作藝術或建築作品的材料或物質以及任何建築製造技術、過程或方法，內容

可以是對製造材質和組成方法的描述。

• 次類目：
– 描述 (DESCRIPTION) 
– 範圍 (EXTENT)
– 過程或技術 (PROCESSES OR TECHNIQUES)

• 名稱 (NAME)
• 工具 (IMPLEMENT)

– 材質 (MATERIALS)
• 角色 (ROLE)
• 名稱 (NAME)
• 顏色 (COLOR)
• 來源地 (SOURCE)
• 標記 (MARKS)

– 日期 (DATE)
– 活動 (ACTIONS)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確認組成藝術作品或建築的材質以及創作作品時所使用的技術或方法。對群組來

說，主要是描述創作組成物件的所有材質和技術，或是描述最重要或最根本的材
質與技術。在應用時，材質的「角色」(是可以重複次類目)可以以「媒劑」區分，
例如：油畫、水彩、石墨；或以「基底材」區分，例如：帆布、櫟木板、直紋
紙。



製作手法 (Facture) 
• 定義：對作品製作方法的詳細討論，包含作品的技藝或

手法特徵、運用的創作方法或特殊技術的評定。

• 次類目：
– 描述 (DESCRIPTION)
– 備註(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提供有關藝術或建築作品物質組成上詮釋性的描述
– 提供了比「材質和技術－過程或技術」的內容更完整的有關創作

活動和物件的物理組成的描述，並且包含了討論重要特徵的內
容。



形式描述 (Physical Description) 
• 定義：以一般性的術語描述作品的外觀，而不須指涉到物件本身。外

觀描述包括用於裝飾作品可辨認的紋飾、圖樣或質地
• 次類目：

– 形式外觀 (PHYSICAL APPEARANCE)
– 索引詞彙 (INDEXING TERMS)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一件作品的形式描述是研究的起點，此描述可以用來識別作品，並作為

詮釋作品的基礎。
– 作品外觀形式的描述最好要儘量客觀。最好不要僅識別出描繪的主題，

而能以一般的術語描述作品
– 具區別作用之形式特徵的討論，例如根據形式外觀區別作品。這樣的描

述對保險和探究創作目的很有用
– 包含了紋飾和圖樣的描述，這些資訊對著錄一些裝飾作品，例如︰地

毯、織品、壁紙、陶器、傢具和建築元件來說很重要
– 索引詞彙對作品的形式描述提供易於檢索的方式。給予作品形式元素關

鍵詞或索引詞彙將促進特定作品的識別，並比較近似的作品，例如具有
半球形前端的密室。

– 詞彙可以單獨搜尋或聯合其他作品特徵一起搜尋。有些學者可能對凡可
以稱作紋飾的所有使用方式有興趣，而其他學者可能對特定紋飾(如
powderwork)的作品有興趣。



題款/標記 (Inscriptions/ Marks) 
• 定義：對於物體上的記號、字母、評註、短文或標籤的識別描述。它們可能

是作品的一部份或是黏貼、塗、蓋印、寫、銘刻或裝在作品上，但不包括任
何原本在材料上就有的標記或短文。

• 次類目：
– 謄寫或描述 (TRANSCRIPTION OR DESCRIPTION) 
– 類型 (TYPE)
– 作者 (AUTHOR) 
– 位置 (LOCATION) 
– 字體/字形 (TYPEFACE/ LETTERRORM)
– 日期 (DATE)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題款/標記 (Inscriptions/ Marks) 

• 用法：
– 此類目包括在創作之前或之後應用在物件表面的所有文字、符號、印記

以及標記，不管是由藝術家或建築師或他們的代理人、某一擁有者或由
他人之手所施行的；內容包含題名、製作時間、範圍、解釋性文章以及
其他說明，也包括被視為藝術品一部份的文字，例如在中國繪畫中的書
法、中世紀手稿頁面上的短文、或是羅馬先知雕像手握捲軸的文字。

– 記錄題刻或標記時，以下的特徵是很重要的：誰作的、如何製作( 材質與
技術)、在物件上的位置、題刻寫些什麼或標記看起來像什麼？這包括了
謄寫、直譯(當文本不是羅馬字母時)、描述或翻譯；也須記錄有關題刻或
標記重要性的說明、識別和描述題刻或標記的來源引文。

– 題刻和標記可以幫助辨識作品的真偽，對作品詮釋和定年以及提供有關
作品歷史的資訊也是有所助益。這個類目也可以用來記錄主要是文本的
作品。

– 此次類將有助於搜尋具有特定種類題刻的作品，例如由亞利山卓．考爾
德(Alexander Calder)簽名的雕刻品。



現況/鑑定歷史 (Condition/ 
Examination History) 

• 定義：對一特定時期的藝術或建築作品的物理狀態、特質和完整性的評估。評估方式
包括可將作品置於紫外線下鑑定，但不包括以人為方式改變作品的狀態，例如修復或
維護。

• 次類目：
– 描述 (Description)
– 類型 (Type)
– 鑑定者 (Agent)
– 日期 (Date)
– 地點 (Place)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藝術作品現存狀況的描述與報告提供了與作品源出狀態比較的途徑，它可以提供

作品的使用和過去歷史的線索。
– 利用科技鑑定可以提供更多有關作品年代或其製作的資訊，例如物品內部的圖畫

可以藉由X光或紅外線攝影技術顯現。因特殊的材質與工藝技術會隨著時間而改
變，所以這樣的分析報告將可能十分有用。

– 工藝品的現存狀況描述也提供了製作、過去用途、擁有者歷史等線索，例如︰一
件曾裱褙過的作品其背面可能會有黏著的痕記或第二層基底材的殘餘。



保存/處理歷史 (Conservation/ 
Treatment History) 

• 定義：描述作品曾經歷的修復、保存或固定的程序或動作。

• 次類目：
– 描述 (DESCRIPTION)
– 類型 (TYPE)
– 年代 (DATE)
– 維護者 (AGENT)
– 地點 (PLACE)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由此類可以解釋作品外觀上歷時的變化，或指出作品非原件的部份。此

類目也可以提供作品創作過程的資訊，這些可能在目測檢查時並不明
顯。例如一幅畫底色的顏色和屬性可能要經由顯微鏡透過inpainting
losses的程序才會發覺。

– 透過參考有關特定維護處理的檔案，包含處理的詳細資訊，可以提供學
者未來深入研究的通路。

– 當研究一組物件群組時，此類目的資訊可以用來作比較。例如學者可能
希望比較有做過處理和未作過處理的作品外觀，以檢索作品歷時的改
變。



創作 (Creation) 
• 定義：創造、設計、執行或生產藝術或建築作品及其構件的活動，也包括負

責創作作品的團體，創作的日期和創作的地點。

• 次類目：
– 創作者 (CREATOR)  

• 範圍 (EXTENT)
• 修飾語 (QUALIFIER)
• 身分 (IDENTITY)  
• 角色 (ROLE)  
• 說明 (STATEMENT)

– 日期 (DATE) 
• 起 (EARLIEST DATE)
• 迄 (LATEST DATE)

– 地點/原生地點 (PLACE/ORIGINAL LOCATION) 
– 委託 (COMMISSION) 

• 委託者 (COMMISSIONER) 
– 類型 (TYPE) 

• 時間 (DATE)
• 地點 (PLACE)
• 費用 (COST)

– 編號 (NUMBERS)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創作 (Creation) 
• 用法：

– 創作者、創作的時間與地點可以提供研究者理解作品的概念與意義的重
要線索。

– 這個類目著眼於創作、設計或製造的活動。一個藝術或建築作品的創造
可能包含好幾個步驟，負責每一步驟的創作者都應被紀錄下來。

– 研究者可能會有興趣匯集一位藝術家或建築師的全部作品；或研究創作
於同一時期同一地點所有作品。

– 修飾語是用來表達有關作品創作者的不確定性．即使作者未被識別出，
研究者仍然需要藉由日期、活動軌跡以及其他有關此藝術家或建築師的
特徵找到作品，這些搜尋線索和搜尋「有名」藝術家的作品是很類似
的。再者，透過特定修飾語關聯到已知的藝術家或建築師而找到作品是
很有幫助的。

– 藝術或建築作品的委託資訊可以釐清有關藝術者的創作決定、主題的選
用或提供作品時間的證據。藝術委託對研究者研究贊助、收集歷史或政
經歷史也非常重要。研究者會希望查詢到由某一個人或團體委託製作的
所有作品，及其作品和作者的其他相關資訊。研究者研究委託者是為了
了解他們對作品創作時的影響、去評估其品味、以及去了解他們曾帶給
同時代藝術風格和創作的影響。



所有權/收藏歷史 (Ownership/ 
Collection History) 

• 定義：一件藝術，建築或集合作品自其創作至今所有者的起源或歷史。這個
類別包括作品轉換所有者的方式、任何公開的販售、促成所有權轉讓的代理
商名稱，或任何處理作品或將作品納入目錄的商人姓名。如果作品遭到遺
失，竊取，破壞，或是憑空消失等事件，都應該記錄在此元素之下。

• 次類目：
– 描述 (DESCRIPTION)
– 轉讓模式 (TRANSFER MODE)
– 費用或價值 (COST OR VALUE)
– 法定地位 (LEGAL STATUS)
– 所有者 (OWNER)

• 角色 (ROLE)
– 地點 (PLACE)
– 年代 (DATES)
– 所有者編號(OWNER'S NUMBERS)
– 作者/來源附註 (CREDIT LINE)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所有權/收藏歷史 (Ownership/ 
Collection History) 

• 用法：
– 此類目記錄博物館社群常用的「出處」資訊。為了滿足描述和標引的需

求，此類目一開始是以研究者所熟悉的紙本來源格式，即文本敘述的方
式表現所有作品的出處和現今的所有者資訊。此種敘述方式接著分成幾
種資訊在次類目裡重複。每一類處理了有關所有權內某些屬性的特定面
向，例如時間、地點。這些次類目是有關所有權內這些屬性的重複。

– 長期借給公共機構的作品所有者可以是物件的出借人或保管人。這些認
定是依照出借單位和(或)使用的術語而定。

– 許多私人所有者希望不要被指認，或只要簡略說明，例如「私人收藏，
紐約」。這些對隱私權和安全性的要求應要尊重。

– 對學者來說，來源資訊對建立作品某一時點或一長時間「大概在何處」
的資訊將會很有益處；它對收藏者或交易者的活動提供了觀點，而且使
建立收藏的類型成為可能。這方面的資訊可以提升對風格鑑賞歷史的理
解。

– 改變收藏的類型說明了藝術品的相對價值，如特定物件或一個風格或時
期的代表。這些類型對研究收藏歷史或風格歷史的人會是有趣的議題。

– 作品的過去和現在所有者應按照時間順序列舉，如同學者的著作。在敘
述裡所提到的個人或單位應在合適的次類目裡分開說明，例如特定收藏
內的所有作品或回答類似的問題，例如「什麼作品，現在收藏在美國，
但十八世紀時是由威尼斯收藏家Padre Resta所收藏？」

– 所有者角色區別了不同的所有者或經紀人的類型。有些專家可能希望找
到，舉例來說，有名的英國商人Joseph Duveen所經手賣出的所有作品。



版權/限制 (Copyright/ Restrictions) 
• 定義：識別具有使用、展示或複製作品的個人或團體，以及指出有關作品複

製、展出或使用上的限制。

• 次類目：
– 擁有者姓名 (HOLDER NAME) 
– 地點 (PLACE)
– 日期 (DATE)
– 聲明 (STATEMENT)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本次類目是指藝術作品本身的版權，而不是影像的版權。版權是一種廣

泛的概念，包含兩種看法：「賦予作者及其繼承者的著作人格權 ，以避
免其作品遭到扭曲，並確認其為作品的作者」；以及「包含『一系列的
權利』，如複製的權利、散佈的權利、展示或表演的權利、以及去創作
衍生作品的權利。」這些權利是由作品創作者、所有者、收藏地所擁
有；或由創作者或所有者賦予第三方這些權利。

– 版權宣告將有助於評定是否作品為公共所有；也可以說明在學術著作
裡，作品是否可以自由複製。當無法自由複製時，必須先得到何人的允
許，才可以進行複製工作。



風格/時期/團體/運動 (Styles/ 
Periods/ Groups/ Movements) 

• 定義：對於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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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次類目：
– 描述 (Description)
– 標引詞彙 (INDEXING TERMS)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簡述作品顯著的特徵，並可將作品和其他相似風格的作品並置。對讀者

來說，此類目可以作為無法親見作品的輔助項目。風格、時期、團體或
運動的名稱是從藝術史此專門領域下發展出來的。

– 風格的確認和分析在藝術史文獻裡是重要的一個部份。學者和編目者將
會利用這些研究，但會發現通常手邊的作品被詳細討論地的文獻很少，
因此是將手邊的作品和其他有名的作品比較來決定風格的名稱。決定作
品是屬於何種風格會是一種判斷上的問題，且要經過公開的辯論。

– 風格和時期術語是用來分類相似作品以檢視一種藝術概念的發展。就一
些研究傳統來說，如印度文化的研究，作品風格的研究是主要的資訊來
源，提供了來源、創作以及時間的線索。

– 風格和時期的術語不能作為排列作品時序或依時分類的依據。「創作－
時間」可以提供此種功能。



題材 (Subject) 
• 定義：說明一件藝術作品的題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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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材題皆是藉由藝術作品描
繪出來。在建築或物件裡，由於沒有描述性的內容，因此此元素可包括物件
或建築的功能。

• 次類目：
– 描述 (DESCRIPTION)

• 索引詞彙 (INDEXING TERMS)  
– 識別 (IDENTIFICATION)

• 索引詞彙 (INDEXING TERMS)  
– 詮釋 (INTERPRETATION)

• 索引詞彙 (INDEXING TERMS)  
– 詮釋歷史 (INTERPRETIVE HISTORY)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所有的藝術和建築作品都具有題材。本類目的內容是記錄下列問題的答

案：什麼的或關於什麼的作品。根據過去的傳統，「以什麼為主題的作
品(通常稱為about-ness)」的定義是圖像學的、敘述性的、主題性的或象
徵性的意義。「什麼的作品(通常稱為of-ness)」內定義為由客觀的、非專
家的、不具專業知識的觀賞者所看到的東西。考慮到這些主題議題對檢
索來說很重要。



題材 (Subject) 
• 用法(續)：

– 應用of-ness和about-ness於題材的分析，是較不嚴謹地根據人類對圖像
意義理解與識別的理論。藝術史上最有名的理論是來自Erwin Panofsky。] 
Panofsky指出藝術上有關意義的三個層次：前圖像上描述(Pre-
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表現上的分析(expressional analysis)和圖
像上的詮釋(icon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題材」元素下的三種次元
素反應了傳統藝術界分析主題的方式；另一方面，如要以簡單和實際的
方式來應用這三個原則，標引主題的方式將有助於檢索。

– 主題分析的第一個層次需要對所描繪的內容作客觀的「描述
(DESCRIPTION)」，例如列寧格勒美術館(Hermitage)裡，胡東(Houdon)
的塑像作品：穿制服的人(man in uniform)。

– 主題分析的第二個層次是對主題的「識別(IDENTIFICATION)」：喬治華
盛頓的雕像(portrait of George Washington)。

– 主題分析的第三層要說明作品的深層意義，即「詮釋
(INTERPRETATION)」：華盛頓以古典姿態站立，且倚靠在一捆棍棒
旁，這捆棍棒象徵羅馬行政官(magistrate)的權威。所以胡東把華盛頓和
卓越的、有權力的古代羅馬行政官連結在一起。因為意義會隨時間而改
變，因此要註明作品的詮釋歷史。

– 題材資訊對藝術研究來說，不管對學術或一般大眾來說是非常重要的。
過去在描述性的書目和專書裡常作連結形式和內容的研究、依據新的文
獻和時間來分析題材，且將社會、宗教、歷史和政治環境和作品作連
結。



題材 (Subject) 
• 定義：說明一件藝術作品的題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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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材題皆是藉由藝術作品描
繪出來。在建築或物件裡，由於沒有描述性的內容，因此此元素可包括物件
或建築的功能。

• 次類目：
– 描述 (DESCRIPTION)

• 索引詞彙 (INDEXING TERMS)  
– 識別 (IDENTIFICATION)

• 索引詞彙 (INDEXING TERMS)  
– 詮釋 (INTERPRETATION)

• 索引詞彙 (INDEXING TERMS)  
– 詮釋歷史 (INTERPRETIVE HISTORY)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所有的藝術和建築作品都具有題材。本類目的內容是記錄下列問題的答

案：什麼的或關於什麼的作品。根據過去的傳統，「以什麼為主題的作
品(通常稱為about-ness)」的定義是圖像學的、敘述性的、主題性的或象
徵性的意義。「什麼的作品(通常稱為of-ness)」內定義為由客觀的、非專
家的、不具專業知識的觀賞者所看到的東西。考慮到這些主題議題對檢
索來說很重要。



脈絡 (Context) 
• 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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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類別也用來記錄一個作品所在的特殊建築環境或挖掘出作品的遺址描述。

• 次類目：
– 歷史/文化 (HISTORICAL/CULTURAL)

• 事件類型 (EVENT TYPE)
• 事件名稱 (EVENT NAME)
• 年代 (DATE)
• 地點 (PLACE)
• 行為者 (AGENT)

– 身分 (IDENTITY)
– 角色 (ROLE)

• 費用或價值 (COST OR VALUE)
– 建築 (ARCHITECTURAL)

• 建築物/場所(BUILDING/SITE)
– 名稱 (NAME)
– 部份 (PART)
– 類型 (TYPE)
– 位置 (PLACE)

• 配置 (PLACEMENT)
• 日期 (DATE)

– 考古 (ARCHAEOLOGICAL)
• 發掘地點 (EXCAVATION PLACE)

– 遺址 (SITE)
– 遺址區塊 (SITE PART)
– 遺址區塊時間 (SITE PART DATE)

• 發掘者 (EXCAVATOR)
• 發掘時間 (EXCAVATION DATE)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脈絡 (Context) 
• 用法：

– 脈絡資訊可能來自題詞、文獻描述、檔案文件、目擊說法、傳記、批
評、其他藝術作品、信件、標籤、目錄、藝術家的聲明或後來對作品或
題材的詮釋。

– 脈絡資訊對藝術作品的了解有極大幫助，可藉此研究一般對作品的看
法。同樣地，背景藉由精確指出其位置和用法將可以提升對藝術品的理
解，並對作品在某一特定時期是如何意圖被觀賞(原始擺設位置)和某一時
間是如何被觀賞(歷史上的擺設位置)提供參考的觀點。

– 歷史上與作品相關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事件或環境。
– 作品與特定環境，建築物或開放式空間之間的關係。
– 發掘或發現藝術品或建築物的環境。本資訊有助於作品的定年，並對其

創作的方式提供線索。



展覽/借展史 (Exhibition/ Loan 
History) 

• 定義：為作品公開展示的歷史記錄，包括在美術館裡的安置、特別展覽中的展示、以
及借出作為公開的展示，即使這種展示不屬於正式的展覽。

• 次類目：
– 題名 (TITLE OR NAME) 
– 策展者 (CURATOR)
– 籌備者 (ORGANIZER)
– 贊助者 (SPONSOR)
– 展場 (VENUE)

• 名稱 (NAME)
• 地點 (PLACE)
• 類型 (TYPE)
• 日期 (DATES)

– 物件編號 (OBJECT NUMBER)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一件作品的公開展示歷史對研究者尋找在一特定時間下，作品的所在很有幫助。它可以提供作

品如何影響其他藝術家、收藏者或研究者的線索。這個資訊也對建立藝術家的活動過程、記錄
於何地展示或賣出其作品、其作品如何隨時間改變以及在某一時期，藝術家是如何成名等很有
幫助。

– 展覽史也有助於研究收藏和展示藝術品的私人收藏家、經紀人和民間機構的贊助行為。展覽史
也可用來記錄作品的時間、建立為人所知的標題、或記錄特定時期的所有者。

– 本類目的資訊可用來重新組合或重新建立特定的歷史展覽或展示，例如在1937年於幕尼黑
(Munich)的Archaologischer Institut舉行的Austellung "Entartete Kunst"



相關作品 (Related Works) 
• 定義：描述和作品相關的藝術作品或建築，或是描述作品間的關係。
• 次類目：

– 關係類型 (RELATIONSHIP TYPE) 
– 關連號 (RELATIONSHIP NUMBER) 
– 識別 (IDENTIFICATION) 

• 創作者 (CREATOR) 
– 修飾語 (QUALIFIER) 
– 身份 (IDENTITY) 
– 角色 (ROLE) 

• 題名 (TITLES OR NAMES) 
• 創作時間 (CREATION DATE) 

– 起 (EARLIEST DATE) 
– 迄 (LATEST DATE) 

• 典藏單位(REPOSITORY NAME) 
• 地理位置 (GEOGRAPHIC LOCATION) 
• 典藏處編號 (REPOSITORY NUMBERS) 
• 物件/作品類型 (OBJECT/WORK TYPE)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相關作品 (Related Works) 
• 用法：

– 相關作品裡將關係類型分成幾類：
• 時間關係(Temporal relationships)表示一件作品是它件作品的預作，例如Perugino對

Adoration of the Magi (大英博物館，倫敦)的構圖習作、時鐘的模型和成品、或青銅雕刻
鑄模。

• 空間關係(Spatial relationship)表示兩件作品是成對地創作，例如Gilbert Stuart的George 
and Martha Washington的肖像畫。

• 複製關係(Reproductive relationships)則是指作品的複製品，例如Rubens對Titian‘s 
Bacchanal (Prado, Madrid)的複製品和Gerrge Baxter對Raphael的Descent from the 
Cross的版畫複製。雖然相片複製本身是被視為藝術品而被記錄在「相關視覺記錄」元素
裡，但仍須被記錄在「相關作品」裡，如此則須記錄攝影者、攝影日期和其他有關照片
的資訊。

• 因果關係(Causal relationships)說明一件作品的風格直接啟發了其他作品，例如梵谷(Van 
Gogh)重新創作了Rembrandt或Delacroix的作品。如果兩作品沒有直接的關係(例如美國
的Capitol Buildkng的圓頂是否受到羅馬St. Peter教堂圓頂的啟發)，著錄與否可依實際狀
況自行決定。

• 聯想關係(Associative relationships)是指一件作品被描繪在其他作品裡，例如Marcel 
Duchamp的蒙娜麗莎(Mona Lisa)的「視覺引用(visual quotation)」。

• 整部關係(Part/Whole relationships )
– 描述作品的「關係類型」將可減少作品間關係的模糊地帶，也可以收集和此一作

品享有相同關係的所有其他作品，有助於建立相關藝術品和建築間的序列與年
表。

– 提供作品間關係的資訊可以有助於分析創作歷程並追溯作品間的相互影響。這個
目錄也可以用來記錄已消失或毀損作品間的關係，例如唯有從羅馬的雕刻複製品
才能得知原來的希臘雕刻、或是從模型書上才能得知存在許多版本的影像源頭



相關作品 (Related Works) 



相關視覺記錄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定義：以影像的方式提供識別或描述藝術品或建築物的資訊。視覺檔案不同
於記錄在「相關作品」的藝術或建築作品。

• 次類目：
– 關係類型 (RELATIONSHIP TYPE) 
– 影像類型 (IMAGE TYPE) 
– 影像大小 (IMAGE MEASUREMENTS) 

• 數值 (VALUE) 
• 單位 (UNIT) 

– 影像格式 (IMAGE FORMAT) 
– 影像時間 (IMAGE DATE) 
– 像顏色 (IMAGE COLOR) 
– 影像角度 (IMAGE VIEW) 

• 索引詞彙 (INDEXING TERMS) 
– 影像所有權 (IMAGE OWNERSHIP) 

• 所有者名稱 (OWNER'S NAME) 
• 所有者編號 (OWNER'S NUMBER) 

– 影像來源 (IMAGE SOURCE) 
• 名稱 (NAME) 
• 編號 (NUMBER) 

– 版權/限制 (COPYRIGHT/RESTRICTIONS)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相關視覺記錄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用法：
– 本類目記錄了被描述的藝術/建築作品的複製品和摹本，類型包括

照片、負片、微縮片、錄影帶和數位影像。本類目所記錄的有關
影像的資訊基本上會由影像檔案館或其他視覺資源收藏處所擁有

– 藝術或建築作品的資訊通常會在影像裡傳達，這些影像可作為複
製、研究、檢驗、檔案保存或教學之用。一件作品的視覺檔案類
型包括歷史照片、保存用照片、或為某一展覽而拍攝的裝置照
片。相關視覺記錄的資訊對現有的複製品或藝術品的記錄影響提
供了參考資料。一些視覺記錄，如歷史照片可以增加對藝術品的
了解，識別其主題，並對其創作和歷史提供史料。

– 藝術或建築作品的影像可使老師或研究者將分屬不同地區的作品
並置一起，以作比較。有關藝術或建築作品複製影像的製作和散
播的研究將可探索作品在歷史上的聲譽。視覺檔案可以提供額外
的資訊(如照片對作品主題的正確辨識有幫助)或歷史上背景的變遷
(如人面獅身像(Great Sphinx)的空中角度說明了作品所在的遺址
以前是沙漠，現在則非常都市化)的資訊。

– 研究者可能希望找到35釐米的幻燈片以作為會議論文的圖示；或
一位博物館研究員可能希望找到某種解析度的數位影像，放置在
網頁裡。



相關參考文獻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定義：有關藝術品或建築物的來源文件資訊引述；包括檔
案文件、未出版的手稿、和已出版的書目資料，以及學者
或主題專家所發表口頭意見。

• 次類目：
– 識別 (IDENTIFICATION) 
– 類型 (TYPE) 
– 引用作品 (WORK CITED) 
– 插圖作品 (WORK ILLUSTRATED) 
– 物件/作品編號 (OBJECT/WORK NUMBER) 
– 備註 (REMARKS)

• 用法：
– 所有有關作品的文本或口述資訊來源，或電子形式的資源
– 紀錄所有資訊的來源有助於儘可能提供作品的完整記錄，資訊來

源包括出版、引用或已出版的文獻來源中的討論。引用也提供了
在描述作品過程中來源的紀錄

– 書目資源提供了研究者作品資料的架構，使其可以追溯或重新評
估檔案證據，以形成不同的詮釋。這些來源可為未來的研究指出
方向。



相關參考文獻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定義：有關藝術品或建築物的來源文件資訊引述；包括檔
案文件、未出版的手稿、和已出版的書目資料，以及學者
或主題專家所發表口頭意見。

• 次類目：
– 識別 (IDENTIFICATION) 
– 類型 (TYPE) 
– 引用作品 (WORK CITED) 
– 插圖作品 (WORK ILLUSTRATED) 
– 物件/作品編號 (OBJECT/WORK NUMBER) 
– 備註 (REMARKS)

• 用法：
– 所有有關作品的文本或口述資訊來源，或電子形式的資源
– 紀錄所有資訊的來源有助於儘可能提供作品的完整記錄，資訊來

源包括出版、引用或已出版的文獻來源中的討論。引用也提供了
在描述作品過程中來源的紀錄

– 書目資源提供了研究者作品資料的架構，使其可以追溯或重新評
估檔案證據，以形成不同的詮釋。這些來源可為未來的研究指出
方向。



批評性回應 (Critical Responses)
• 定義：藝術家、建築師、藝術史家、藝術評論家、藝術業者、銷售者

及購買者、官員、及一般大眾給與特定作品的批評性意見。
• 次類目：

– 評論 (COMMENT) 
– 文件類型 (DOCUMENT TYPE) 
– 作者 (AUTHOR) 
– 時間 (DATE) 
– 環境 (CIRCUMSTANCE)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對藝術品的評論，以查詢其在不同時期的重要性、影像力及聲譽。
– 不同時間對藝術或建築作品的評價可形成分別的評論史。
– 歷史上對藝術或建築作品的反應是很不同的，端視特定時期的先入之見

和成見而定。
– 另一方面，個別藝術家、建築師、作者或評論家對相同的作品，也會改

變其立場。輿論也是這樣，一件作品在某一時期可能會受到高度肯定，
但另一時期可能失去寵愛，甚至被打入冷宮，或須改變作品本身以迎合
此一時期的品味或其他價值。這些反應對審美史和社會價值觀提供了獨
一無二的觀察角度。



編目史 (Cataloging History)
• 定義：說明描述作品內容的建立和修改記錄，包括何人與

何時，並加上任何相關的附註。本類目也描述了由作者或
其他人所作的改版記錄。

• 次類目：
– 編目者 (CATALOGER NAME)  
– 編目單位 (CATALOGER INSTITUTION) 
– 時間 (DATE) 
– 備註 (REMARKS) 

• 用法：
– 對編目單位而言，本類目的重要性在於追蹤何人對作品進行編

目、編目者所作的內容以及記錄更動的時間等的歷史對維持編目
的品質和記述編目的進度非常重要。

– 編目史對研究者來說也會是很有趣的材料，因為可以用來評估藝
術／建築品描述的正確性和可信度。許久之前寫的描述可能無法
反應今日學術界裡的發現或潮流。



現藏地點 (Current Location)
• 定義：現在收藏藝術作品的收藏處和地理位置。
• 次類目：

– 典藏單位 (REPOSITORY NAME)   
– 地理位置 (GEOGRAPHIC LOCATION)   
– 典藏處編號 (REPOSITORY NUMBERS)   
– 備註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對研究者和其他使用者來說，知道藝術或建築品的現

藏位置是很重要的。重要的研究需要實地觀察物件或
建築，因此記錄其現藏位置是必要的。

– 非學術目的的使用者也會想知道要到何處去欣賞真
跡。如果物件或建築以遺佚或毀壞，則知道其最後的
收藏處是很重要的。



描述註 (Descriptive Note)
• 定義：對作品的文字描述，包含相關的議題討

論。在這個註記裡重要資訊需參照其他合適的類
目。

• 次類目：
– 文本 (TEXT) 
– 註釋 (REMARKS) 
– 引文 (CITATIONS) 

• 用法：
– 描述註的標題可包含對主題、其表現方式、藝術／建

築作品目的以及製作或環境背景的精要敘述和討論。
– 描述註也可討論作品藝術史的重要性，創作者的確

認，識別主題時引起爭議的問題、定年以及其他相關
的歷史資訊。

– 此註腳用來作為限制、解釋、補充、整合有關物件的
資訊。



紋飾：全器、植物-花卉-番蓮紋

器物形制：蓋-平頂蓋、底-平底、足-圈
足、口-子母口

10.形式描述

胎質：銅胎

釉色：多彩釉-掐絲(技法)
8.材質與技術

全器高6.3公分 口徑12.4公分 重634.6
公克

7.測量

品名：明 景泰 掐絲琺瑯番蓮紋盒

原品名：銅琺瑯盒(景泰年製)
英文品名：Cloisonné box with lotus-
spray decoration
, Ching-t’ai reign(1450-1456), Ming 
dynasty

4.題名

[器物] 2.分類

單件、1、金屬器、盛裝器1.物件/作品

故宮元素名稱; [ ]  故宮無此元素，由MAAT補充

深度後設資料 範例：明 景泰 掐絲琺
瑯番蓮紋盒1

資料來源：
陳淑君、城菁汝。博物館社群後設資料發展與數位典藏應用之分析。在後設資料在數位典藏之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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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明景泰年製

位置：底(內)
時間：明景帝景泰

說明：陰刻自右向左一行楷書款、刻
款-刀刻、年號款、漢字、楷書

11.題刻/標記

良好12.現況/鑑定歷史

取得方式：舊藏

文物評等：古物

來源：中博

15.所有權/收藏歷
史

明 景泰(西元1450-1456年)
起：明景泰1450AD、迄：明景泰
1456AD 

14.創作

圖片出處:http://www.npm.gov.tw/dm/enamel/selection/images/C1E000714N000000000AB.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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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類別：4X5正片

檔名：C1E000714N000000000AA
類別：全器

優先顯示：優先顯示

開放限制：開放

22.相關視覺紀錄

Possessing the past :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1996)
Memoire d'empire : tresors du Musee
National du Palais, Taipei.(1998)
明清琺瑯器展（1999）

Schätze der Himmelssöhne : die 
kaiserliche sammlung aus dem Nationalen
Palastmuseum Taipeh(2003)

20.展覽/借出史

植物-花卉-番蓮紋18.主題

國立故宮博物院16.版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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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明清琺瑯器展覽圖錄

頁碼：66
圖版編號：1
說明文：

銅胎，蓋與器身鑄成浮雕式八瓣蓮花形，器外
施淺藍釉為地色，蓋頂平坦飾蓮心紋，蓋壁與
器身各蓮瓣內飾以不同顏色的折枝番蓮花葉，
矮圈足；底及盒內光素鍍金，盒心陰刻「大明
景泰年製」自右向左一行楷書款。此盒紋飾中
的花瓣豐滿、同一葉上往往施二至三種顏色、
胎體厚重、釉層深厚以及掐絲末端以隱藏的方
式處理，均具早期掐絲琺瑯的特色，而且落款
的方式與當時漆器瓷器落款的特色也相同，無
可置疑的是景泰年間製作之真品。此件文物曾
於西元1996年赴美參加中華瑰寶巡迴展、1998
年參加巴黎「帝國的回憶」展。

23.相關
參考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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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處

文物統一編號：中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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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學習標準



一位教師
在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時

想知道～

• 我為何需要「數位學習標準」?
• 標準的核心價值與內涵為何? －

Metadata基礎導論

• 何謂「數位學習標準」?
• 誰在制訂「數位學習標準」?
• 我要如何了解適用於台灣地區的

「數位學習標準」內容?

• 哪裡可以取得更多這方面的資訊?



基本概念

Metadata

標準
學習物件

Learning Objects

Learning
+Metadata
+標準

數位學習大環境
(學習管理平台)

Learning
+Metadata
+標準
+在地化



我為何需要「數位學習標準」?



教學平台
如: Moodle
Blackboard

教學資源網

教材封包
(學習包)

＋ Metadata

教師製作教材

教材經過封包(content
Packaging)，及賦予
Metadata後，成為
可攜式教材

具備可跨平台檢索出
教材的特徵



目前教材分享的難題之一

• 教師製作許多不同類型與層次的教學資源，以不
同欄位格式，放置在不同的資源網；

• 雖然可以分享所屬社群的教材，但是，卻無法暢
行無阻地共享台灣地區、華語地區，甚至是全球
的教學資源

• 數位學習標準，可以協助我們，將上網的教材，
先根據一致的描述方式，使這些教材的未來再利
用的潛能發揮至最大



如果沒有數位學習標準
教師就不能…

將課程教材從一個學習管理系統，移動至另一
學習管理系統

享受跨越不同課程之間教材內容的再利用

為分科，修訂或其他個別化的學習策略，而排
序出可再利用的內容

跨越不同學習管理系統環境，查詢學習內容庫
或媒體庫



標準與教材&數位學習

• 文明進展與革新的成功，有賴廣泛採用共通標
準，例如：
– 「電力」是來自人們對電壓與伏特數的標準化；
– 「鐵路」是來自訂定軌道的標準尺寸與規格；
– 「網際網路」的成功與普及是來自採用TCP/IP、

HTTP與HTML等共通標準。

• 同樣的，共通標準也是數位學習成功的重要條
件， 並通稱
– 「學習科技標準」（Learning technology 

standards）



標準與數位學習

• 簡言之，學習科技標準是
– 一套通用規範，以約定如何建構課程及學習管理平台，使課

程與平台能夠共同運作；
– 一套通用語言，使系統與課程能夠共享資訊並交換資訊；
– 一種標準語言，用以定義數位學習中課程的各個組成部分。

• 數位學習領域標準的特徵包括：
– 教育導向的目的
– 規範對象包括教育相關的內容、活動與人
– 功能包含相關對象的描述、結構模式與流程順序的規則
– 推動學習科技標準的二大核心價值是再使用（Reuse）與互通

性（Interoperability）。



數位學習(e-Learning)為何需要
metadata標準?

• 描述教學資源的相關特徵, 經檢索(searching)
可供課程教學使用

• 提供教學環境(pedagogic context)相關資訊

• 教學資源互通性
– 避免數位內容鎖在專屬特定的系統(proprietary 

systems)
– 確保教育內容能夠再利用(reuse)
– 促使教育內容與學習者的資訊能有彈性分享

– 協助互通機制(interoperability)
• ……



數位學習標準的概念
一個情節

線上教學資源越來越垂手可得之際，我們正面臨下述問題：

• 需找到與辨識特定教育目的或需求的線上資源
– 必須是正確主題與內容

– 必須符合學習者的教育層級與背景

• 需再進一步思考：它是否要整合進學習環境內，以及如
何順利整合
– 軟體不相容?
– 法律問題?
– 如何讓眾多小塊間的教材連結與整合?

Metadata標準在此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協助

• 線上教學資源的查詢，使用，再利用



數位學習標準的範圍
以IMS為例，包括16規格：

1. 學習資源後設資料Meta-data v 1.2.1
2. 內容包裝Content Packaging v 1.1.4
3. 問題與測驗互通性Question and Test v 1.2.1
4. 學習者資訊Learner Information v 1.0.1
5. 企業Enterprise v 1.1
6. 簡單序列Simple Sequencing v 1.0
7. 學習設計Learning Design v 1.0
8. 數位倉儲Digital Repositories v 1.0
9. 能力Competencies v 1.0
10. 學習者資訊包裝可及性Accessibility for LIP v 1.0
11. 詞彙定義交換Vocabulary Definitions v1.0
12. 可共享狀態持久化Shareable State Persistence v1.0
13. 企業服務Enterprise Services v1.0 
14. 資源清單互通性Resource List Interoperability v1.0
15. 取用所有後設資料AccessforAll Meta-data v1.0
16. 電子教學檔案ePortfolio v1.0 (public draft)

Griffin, S. (2005). IMS GLC Update. http://www.adlnet.org/downloads/files/90.cfm



內容包裝規格(IMS Content Packaging 
Specification)

• 描述線上教材的內容、結構、所在位置及一些特殊的內容
型態的包裝及拆解方式

• 目的在規範精準且易拆解的壓縮模式以確保使用者可便捷
有效的交換、取得及使用數位資源。

• 一個內容包裝(content package)主要包含兩部份：實體檔
案(Physical Files)以及描述這些物理檔案如何組合成課程
的物件清單檔案(Manifest File)

• 當包裹(Package)被併入一個單一檔案中等待傳輸時，此
檔案即稱為「包裝交換檔」(Package Interchange File, 
PIF) 



以美國國防部發展的SCORM為例
滙集許多規格標準與指引，形成一個仿如館藏不斷在成長中的圖
書館內的書籍

幾乎其所有的規格標準與指引，皆是取自其他組織機構所制訂成
的

數位學習標準的範圍

Source: Wirth, D. and Toews, J. (2005). Introduction to SCORM and the ADL Initiative. 
http://www.adlnet.org/downloads/files/82.cfm



The SCORM Bookshelf

SCORM 2004 Document Suite

Source: Wirth, D. and Toews, J. (2005). Introduction to SCORM and the ADL Initiative. 
http://www.adlnet.org/downloads/files/82.cfm



Content Aggregation Model
Metadata 
(from IEEE LOM 1484.12)
Content Structure
(from IMS)
Content Packaging 
(from IMS)
Sequencing Information 
(from IMS)

Source: Wirth, D. and Toews, J. (2005). Introduction to SCORM and the ADL Initiative. 
http://www.adlnet.org/downloads/files/82.cfm



Run-time Environment
IEE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1484.11.2)

IEEE Data Model
(1484.11.1)

Source: Wirth, D. and Toews, J. (2005). Introduction to SCORM and the ADL Initiative. 
http://www.adlnet.org/downloads/files/82.cfm



Sequencing and Navigation

Sequencing Information & Behavior
(from IMS)

Source: Wirth, D. and Toews, J. (2005). Introduction to SCORM and the ADL Initiative. 
http://www.adlnet.org/downloads/files/82.cfm



The SCORM Bookshelf

SCORM 2004 Document Suite

Source: Wirth, D. and Toews, J. (2005). Introduction to SCORM and the ADL Initiative. 
http://www.adlnet.org/downloads/files/82.cfm



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
概念1

• 「學習物件」一詞在數位學習領域雖被普遍使
用，但定義的廣狹不一。

• 任何數位化或非數位化形式的實體，以科技支援
學習、教育或訓練時，能被使用、再用或參見。
(IEEE)

• 常見名詞：知識物件（Knowledge objects）、教學部件

（Iinstructional component）、教學文件（Pedagogical 
documents）、教育軟體部件（Educational software 
components）、線上學習材料（Online learning materials）、資源
（Resources）、教學資源、學習資源（Learning 
resources）…More



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
概念2

• 學習物件 Learning Object
– 素材 (material)
– 學習單 (learning sheet)
– 教材 (instructional material)
– 教學活動 (instructional activity)
– 教學設計 (instructional design)
– 依形式：圖表，索引，投影片，表格，敍述文字…
– 依教育使用：練習，模擬，問卷，測試，實驗，自我評量，

演講…



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
概念3

• SCORM (CAM v1.3.1)將學習物件依據「精細度」大
小區分為：
– 素材(asset)
– 共享內容元件(SCO)
– 教學活動(activity)
– 內容組織(activity)
– 內容叢集(Content Aggregation)



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
概念4

• 素材(asset)
– 是學習物件最基本的形式，通常為電子格式的

媒體資訊或檔案，例如：文字、影像、聲音或
其他可經由網頁或其他使用者介面呈現給學習
者的任何資料。

Asset
Web
Page

Asset
Flash
Object

Asset
GIF

Image

Asset
XML

Document

Asset
WAV Audio

Asset
JavaScript
Functions

Asset
MP3
Audio

Asset
HTML

FragmentAsset
JPEG
Image



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
概念4

• 共享內容元件(SCO)
– 是一個或更多素材的集

合，透過某些SCO中特定
應用程式介面(API)的使
用，使相容於SCORM的
學習物件能被啟動，並透
過學習管理系統呈現給學
習者，SCO是學習管理系
統根據SCORM Run-
Time Environment Data 
Model可追蹤的最小單
位。SCO與Asset的差別
為SCO可以透過IEEE 
ECMAScript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for Content to Runtime 
Services Communication 
draft standard這樣的協定
與學習管理系統溝通。

– Eg. 一份網頁教材

Sharable Content Object (SCO)

Asset
Flash Object

Asset
WAV Audio

Asset
JavaScript
Functions

Asset
HTML

Fragment

Asset
JPEG
Image

SCOs must Initialize and Terminate
communication with an LMS.  The list
below details the SCO provided
functionality:

Find the LMS Provided API
Instance.
Use the API Instance to Initialize
SCO Communication with the LMS
Optionally use the API Instance to
Get and Set Values
Use the API Instance to Terminat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LMS

API



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
概念5

• 教學活動(activity)
– 利用特定素材或SCO進行的教學課程。

• 內容組織(Content Organization)
– 組織圖，包含許多教學活動，透過結構化且特定的順序，來

呈現所設計的教學進行方式，即「內容組織」說明了教學設
計所應用到的活動、資源及其進行順序。

• 內容叢集(Content Aggregation)
– 包含〝素材〞、〝共享內容元件〞、〝教學活動〞、以及有

順序關係的〝內容組織〞，這些被叢集聚合起來，以特定的
協定包裝為可在資訊系統間交換的資訊封裝，並利用IMS所制
定的Content Package規格的學習物件，稱為〝內容叢集〞。



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
概念6

‧Learning Object的重要特徵
–再使用性 (Reusability) 

‧積木理論（LEGO theory）
–1992年Wayne Hodgins提出，詮釋學習物件的概念與價
值

–教材可以如同小孩玩積木般，將各種規格一致的小塊
積木，很容易地與任何其他塊積木組合成不同的物
件，如城堡、輪船、小木屋等

–將教材切割成能再用的小塊粒度（稱之為學習物
件），再組合或重新建立成一份教學單元或課程

–具備再用性、生產性、改編性以及規模性的潛能



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
概念7

For reuse of component pieces 
to be possible, they must be 
built to a common “object” model

Components that share a 
common model can be 
reassembled and reused



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
兩大問題

• 組合問題 (Combination)
– Learning objects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ory
– Compose and personalize lessons
– Factors: sequence

• 粒度問題 (Granularity)
– How big should a learning object be?
– An entire curriculum, individual graphic
– Trade-off: possible benefits of reuse and expense of 

cataloging
– Factors: scope, financial…



粒度(Granularity)與
再利用(Reusability)

素材 Raw Data
(Media Elements)

資訊物件
Information 

Objects

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

教學單元
Lesson

(Aggregation)

課程 Course
(Collection)

Source: Academic ADL Co-Lab (adapted from Learnativity)

再利用

情境



TWLOM簡介



何謂 TW LOM
• TW LOM (Taiwan Learning Object Metadata)

– 台灣學習物件後設資料標準

• Learning Object Metadata (IEEE 1484.12.1-2002 LOM v1.0)
– 是目前國際間描述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時，所採用或參考的主要標準
– 但因標準的複雜度，在實際應用LOM時，會產生建置的阻礙；加上，各

國家各社群在地化的需求，為提供互通性與在地化的功能，因此產生
LOM在地化標準，如：

• 美國SCORM
• 加拿大CanCore
• 英國UK LOM Core
• 台灣TW LOM

• 研擬單位：
– 教育部．中央研究院．資策會．師範大學
–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 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何謂TW LOM

• TWLOM的制訂

– Metadata標準是推展數位學習過程中，最基礎性的工作
項目之一，目的在於描述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的相
關屬性，以達成數位學習的資源探索(resource 
discovery)，再利用與共用性．

– 以教育部教學資源平台(EtoE)的metadata規範為基礎

– 研擬一套符合國際標準(interoperability)與在地需求
(localization)的國家數位學習metadata標準

– 在遵循TWLOM標準下，不同垂直社群(如：教育部
K12)，可以建立在地需應用檔(application profiles)



TW LOM 架構綱要

TW LOM 3. 後設-後設資料7. 關聯性

2. 生命週期

6. 權利

8. 註解

1. 一般

4. 技術

1.2 標題

1.3 語言

1.4 描述

1.5 關鍵字

1.6 涵蓋範圍

1.7 結構

1.8 叢級層次

1.1 識別碼
1.1.1 編目

1.1.2 款目

2.1 版本

2.2 現況

2.3 貢獻

2.3.1 角色

2.3.2 實體

2.3.3 日期

3.1 識別碼

3.2 貢獻

3.3 後設資料元素

3.4 語言

3.1.1 編目

3.1.2 款目

3.2.1 角色

3.2.2 實體

3.2.3 日期

4.1 格式

4.2 大小

4.3 位置

4.4 需求

4.5 安裝說明

4.6 其他平台需求

4.7 時長

4.4.1 或組合

4.4.1.1 類型

4.4.1.2 名稱

4.4.1.3 最低版本

4.4.1.4 最高版本
5. 教育

9. 分類

9.1目的

9.3 描述

9.2分類路徑

9.4 關鍵字

9.2.1 來源

9.2.2 類
9.2.2.1類別碼

9.2.2.2 款目

8.1 實體

8.2 日期

8.3 描述

7.1 種類

7.2 資源

7.2.1 識別碼

7.2.2 描述

6.1 價格

6.2 著作權及其他限制

6.3 描述
5.1 互動類型

5.2 教學資源類型

5.3 互動層次

5.4 語意密度

5.5 適用對象

5.6 背景

5.7 基本年齡範圍

5.8 困難度

5.9 基本教學時數

5.10 描述

5.11 語言

7.2.1.1 編目

7.2.1.2 款目



TW LOM標準9大類目

1. 一般（General）
2. 生命週期（Life cycle）

3. 後設-後設資料（Meta- metadata ）
4. 技術（Technical）
5. 教育（Educational）
6. 版權（Right）
7. 關聯性（Relation）

8. 註解（Annotation）

9. 分類（Classification）



標準與在地化
Application Profile (應用檔)

IEEE
LOM

SCORM

CanCore

UK LOM
Core

SingCore

TW LOM

IEEE 1484.12.1-2002
JORUM Application Profile
Curriculum Online

CAREO (Univ.)

教學資源交換規格(教育
部 K12)

．．．

．．．

．．．

．．．

．．．

規範必備與選擇元素

規範核心元素集；
定義適用詞彙組

規範必備與選擇元素；
定義適用詞彙組

規範核心元素集

規範核心元素集；
定義適用詞彙組

規範必備與選擇元素；
定義適用詞彙組

三大學習網;
25縣市教育資源網
六大學習網;
數位典藏;
國教聯盟…



LOM
採用者SCORM

採用方式

標準應用檔 Application Profile

依SCORM情境，進行應用
規範制訂，包括：

區分LOM元素的「必備
性」與「選擇性」元素

將教育資源，區分Asset, 
SCO, CA…等不同層級，
並分別對應至LOM元素

採用者
台灣

數位學習標準

標準應用檔Application Profile

採用方式

依台灣地區情境，並考量
與國際數位學習平台
間互通機制，目前包
括三個層次應用規範
制訂：

１．LOM中譯
２．TW LOM
３．教育部K9數位教學資

源交換規格v2.0
4．CNS LOM 文建會 AP



TW LOM 三層級之意義

素材 (Asset)
可共享內容元件 (SCO, Sharable Content Object)
內容叢集 (CA, Content Aggregation)



學習物件聚合層級的劃分原則
(1/2)

• 學習物件以可獨立使用於各種學習環境為原則

• 學習物件是多層級且具彈性，可由數個小SCO組
成一個大的SCO，數個大的SCO又可以組成更大
的SCO

• 學習物件可分為三層級或更多，應視各單位的需
求及時間人力成本，為學習物件區分適當的層級



學習物件聚合層級的劃分原則
(2/2)

• 例如，一本國語課本中包含三個主題，每個主題
包含5課，每一課又包含語詞、生字、造句等：

– 方式一
• 將整本國語課本可視為一個CA
• 每一個主題視為中SCO
• 每一課視為小SCO
• 語詞、生字可視為Asset(素材)

– 方式二：
• 只分為三層級，即課本為一CA，每一課視為SCO，語詞、生

字可視為Asset(素材)。



學習物件聚合層級 – 素材(1/2)

• 素材(Asset)：是學習物件最基本的形式

• 通常為電子格式的媒體資訊或檔案

• 例如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可經由網頁(或其他
使用者介面)呈現給學習者的資料



學習物件聚合層級 – 素材(2/2)

• From ADL SCORM CAM 1.3



學習物件聚合層級 –
共享內容元件，SCO (1/2)

• 共享內容元件(Sharable Content Object, SCO)：是
一個或更多素材的集合，為學習資源可以運作的
最小單位

• 透過SCO中應用程式介面(API)的使用，學習經驗
能被啟動，並透過學習管理系統呈現給學習者

• SCO是學習資源的呈現，並使學習管理系統得以
追蹤的最小單位



學習物件聚合層級 –
共享內容元件，SCO (2/2)

• From ADL SCORM CAM 1.3



學習物件聚合層級 –
內容叢集，CA

• 內容叢集(Content Aggregation)的內容包含SCO的
順序、SCO間的關係、應用到的檔案資源等。

• 為達學習物件的再利用與共用性之核心概念，學
習設計包含的Asset、SCO、教學活動順序與組織
關係等，需要被聚合起來並以標準的協定將其包
裝為一可提供系統間作交換的資訊封裝

– 如：以IMS Content Package的規格進行包裝



課程聚合層級及關係結構分析

• 方式：
– 瞭解TWLOM三個聚合層級的內涵

– 觀察實際課程

– 依據課程內容與特性的觀察分析，依實際需求
將課程切割成不同的教學物件聚合層級

– 聚合層級的劃分方式，以SCROM 2004標準文
件中的相關定義為依據，劃分為：

• 素材（Asset）
• 共享內容元件（SCO）

• 內容叢集（Content Aggregation）



文建會個案



文建會網路學院
http://case.cca.gov.tw/case5/



課程架構

8系列38門課程



系列與課程(1/6)

• 1.公民美學系列(16個課程)

– 1. 從公民權的演化談文化公民
權

– 2. 環境視覺設計概論

– 3.公民美學與社會教育之未來
展望

– 4. 公民美學的基礎建構

– 5. 公民美學的自然享受與創造

– 6. 公民美學的技術美與藝術美

– 7. 現代公民的生活美學

– 8. 公民美學的文化價值活力

– 9. 公民美學與現代社會

– 10. 美感經驗的追循

– 11. 文化政策的實踐

– 12. 美學智慧王--台北出國去

– 13. 公民美學圓桌論壇--台灣公民創
意之美

– 14. 公民美學圓桌論壇--公民美學與
社會教育之未來展望

– 15. 美學論壇--公民美學政策之溯源
與實踐

– 16. 公民美學圓桌論壇--台灣公民時
尚之美



系列與課程(2/6)

• 2.文化政策課程(2個課程) 
– 1. 文建會文化政策之推行(2003)  
– 2.台灣文化與文化政策思維(2004)

• 3.社區文化基礎課程-基礎(4個課程) 
– 1. 基礎--社區營造總論

– 2.基礎--社區空間營造的理念與實務

– 3. 基礎--文化產業與社區商圈

– 4. 基礎--地方環境改造與社區美學



系列與課程(3/6)

• 4.社區文化進階課程-進階(4個課程)
– 1. 進階--社區營造與傳播媒體

– 2. 進階--社區永續經營操作

– 3. 進階--新故鄉社區營造

– 4. 社區企劃高手座談會--分組座談專區



系列與課程(4/6)

• 5.網路文化建設發展計畫(1個課程)
– 1.  網路--網路文化建設之政策與執行

• 6.文化創意產業系列(5個課程)
– 1. 文化創意產業概論

– 2. 文化創意產業的點石成金--案例分享

– 3. 文化創意產業創業教戰守則--二步曲

– 4. 文化創意產業導論--政策篇

– 5. 文化創意產業教戰守則--首部曲



系列與課程(5/6)

• 7.臺灣文化系列(12個課程)
– 1. 台灣文化概論

– 2. 台灣文化--台灣節慶廟
會與民俗文化

– 3. 台灣文化--傳統藝術篇

– 4. 台灣文化--電影篇

– 5. 台灣文化--戲劇篇

– 6. 台灣文化--舞蹈篇

– 7. 台灣文化--美術篇

– 8. 台灣文化--建築篇

– 9. 台灣文化--古蹟篇

– 10.台灣文化--原住民篇

– 11.台灣文化--客家篇

– 12.台灣文化--音樂篇



系列與課程(6/6)

• 8.地方文化系列(4個課程) 
– 1.光和影--紙影偶的製作與演出

– 2.補光抓影話影偶

– 3.台南南瀛數位文物

– 4.台中創意聯想畫

• 總共 38 個課程



TWLOM導入方法與程序
以文建會為例

A. 樣本選擇

B. 課程聚合層級及關係結構分析

C. 課程的後設資料描述



樣本選擇

• 五門課程作為實證研究對象

• 選擇條件與依據

– 代表性：涵蓋不同系列，以及同一系列的兩門
課程

– 多樣性：網路學院課程前後期製作方式與工具
不同，盡量呈現不同時期課程製作的多樣性。

Macromedia 
Flash Player



第一門課程：社區文化進階課程系列:
「進階-社區營造與傳播媒體」(大SCO)

一個課程



第一門課程：社區文化進階課程系列-社區網
站之運用與建置 (小SCO)



第一門課程：社區文化進階課程系列:
「進階-社區營造與傳播媒體」- 影片檔+投影片(Asset)



社區文化進階課程系列-進階:



TW LOM元素名稱 範例試填

1. 一般 1.1識別碼 1.1.1編目

1.1.2款目

1.2標題 社區文化進階課程-進階

1.3語言

1.4描述 本系列包含四個課程：1.進階-社區營造與
傳播媒體2.進階-社區永續經營操作3.進
階-新故鄉社區營造4.社區企畫高手座談
會-分組座談專區

1.5關鍵字

1.6涵蓋範圍

1.7結構

1.8叢集層次

2. 生命週期 2.1版本

2.2現況

2.3貢獻 2.3.1角色

2.3.2實體

2.3.3 日期

3. 後設-後設資
料

3.1識別碼 3.1.1編目

3.1.2款目

3.2貢獻 3.2.1角色

3.2.2實體

3.2.3日期

3.3後設資料元素標準 TW LOM文建會AP/CNS LOM/LOMv1.0/
SCORM_CAM_v1.3

3.4語言

著錄後設資料 - CA層級(1/3)



TW LOM元素名稱 範例試填

4. 技術 4.1 格式

4.2大小

4.3 位置

4.4需求 4.4.1
或 組
合

4.4.1.1類型

4.4.1.2名稱

4.4.1.3最低版本

4.4.1.4最高版本

4.5安裝說明

4.6其他平台需求

4.7時長

5. 教育 5.1互動類型

5.2學習資源類型

5.3互動程度

5.4語言密度

5.5適用對象

5.6情境

5.7基本年齡範圍

5.8困難度

5.9基本教學時數

5.10描述

5.11語言

著錄後設資料 - CA層級(2/3)



TW LOM元素名稱 範例試填

6. 權利 6.1價格

6.2權利及其他的限制

6.3描述

7. 關聯性 7.1種類

7.2資源 7.2.1
識別
碼

7.2.1.1編目

7.2.1.2款目

7.2.2描述

8. 註解 8.1實體

8.2日期

8.3描述

9. 分類 9.1 目的

9.2 分類路徑 9.2.1 來源

9.2.2 
類

9.2.2.1 類別碼

9.2.2.2 款目

9.3描述

9.4關鍵字

著錄後設資料 - CA層級(3/3)



TW LOM元素名稱 範例試填

1. 一般 1.1識別碼 1.1.1編目

1.1.2款目

1.2標題 進階-社區營造與傳播媒體

1.3語言

1.4描述 社區營造與傳播媒體共有四小時課程，分別
說明如下：1. 社區網戰之運用與建置--林峰
田2. 社區文史與院景描繪--陳板3. 影像傳播
與社區記憶--彭啟原4. 社區報、社區刊物與
社區網絡--陳琳

1.5關鍵字

1.6涵蓋範圍

1.7結構

1.8叢集層次

2. 生命週期 2.1版本 (V1.0)

2.2現況 正式版

2.3貢獻 2.3.1角色 作者

2.3.2實體 BEGIN:VCARD\n FN: 林峰田\n ORG：臺灣
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n  END:VCARD 
\n。2.3.3 日期

著錄後設資料 - SCO層級(1/3)



TW LOM元素名稱 範例試填

3. 後設-後
設資料

3.1識別碼 3.1.1編目

3.1.2款目

3.2貢獻 3.2.1角色 創作者

3.2.2實體 文化建設委員會

3.2.3日期

3.3後設資料元素標準 TW LOM文建會AP/CNS LOM/LOMv1.0/ 
SCORM_CAM_v1.3

3.4語言

4. 技術 4.1 格式 Text/html

4.2大小

4.3 位置

4.4需求 4.4.1
或 組
合

4.4.1.1類型

4.4.1.2名稱

4.4.1.3最低版本

4.4.1.4最高版本

4.5安裝說明

4.6其他平台需求

4.7時長

著錄後設資料 - SCO層級(2/3)



TW LOM元素名稱 範例試填
5. 教育 5.1互動類型

5.2學習資源類型 演講
5.3互動程度
5.4語言密度
5.5適用對象
5.6情境
5.7基本年齡範圍
5.8困難度
5.9基本教學時數
5.10描述
5.11語言

6. 權利 6.1價格 免付費
6.2權利及其他的限制 無
6.3描述

7. 關聯性 7.1種類
7.2資源 7.2.1

識別
碼

7.2.1.1編目
7.2.1.2款目

7.2.2描述
8. 註解 8.1實體

8.2日期
8.3描述

9. 分類 9.1 目的
9.2 分類路徑 9.2.1 來源

9.2.2 
類

9.2.2.1 類別碼

9.2.2.2 款目9.3描述
9.4關鍵字

著錄後設資料 - SCO層級(3/3)



TW LOM元素名稱 範例試填

1. 一般 1.1識別碼 1.1.1編目

1.1.2款目

1.2標題 社區網站之運作與建置

1.3語言

1.4描述 社區網站之運作與建置投影片

1.5關鍵字

1.6涵蓋範圍

1.7結構

1.8叢集層次

2. 生命週期 2.1版本

2.2現況

2.3貢獻 2.3.1角色 作者

2.3.2實體 BEGIN:VCARD\n FN:陳峰田\n ORG: 臺灣
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n  END:VCARD 
\n。2.3.3 日期

3. 後設-後設資
料

3.1識別碼 3.1.1編目

3.1.2款目

3.2貢獻 3.2.1角色 創作者

3.2.2實體 文化建設委員會

3.2.3日期

3.3後設資料元素標準 TW LOM文建會AP/CNS LOM/LOMv1.0/
SCORM_CAM_v1.3

3.4語言

著錄後設資料 - Asset層級(1/3)



TW LOM元素名稱 範例試填

4. 技術 4.1 格式 Application/pdf

4.2大小

4.3 位置

4.4需求 4.4.1
或 組
合

4.4.1.1類型

4.4.1.2名稱

4.4.1.3最低版本

4.4.1.4最高版本

4.5安裝說明

4.6其他平台需求

4.7時長

5. 教育 5.1互動類型

5.2學習資源類型

5.3互動程度

5.4語言密度

5.5適用對象

5.6情境

5.7基本年齡範圍

5.8困難度

5.9基本教學時數

5.10描述

5.11語言

著錄後設資料 - Asset層級(2/3)



TW LOM元素名稱 範例試填

6. 權利 6.1價格 免付費

6.2權利及其他的限制 無

6.3描述

7. 關聯性 7.1種類

7.2資源 7.2.1
識別
碼

7.2.1.1編目

7.2.1.2款目

7.2.2描述

8. 註解 8.1實體

8.2日期

8.3描述

9. 分類 9.1 目的

9.2 分類路徑 9.2.1 來源

9.2.2 
類

9.2.2.1 類別碼

9.2.2.2 款目

9.3描述

9.4關鍵字

著錄後設資料 - Asset層級(3/3)



第二門課程：台灣文化系列:
「台灣文化美術篇」(大SCO)



第二門課程：台灣文化系列:
「台灣文化美術篇」-日本印象寫實的開展與轉化 –小SCO



第二門課程：台灣文化系列:
「台灣文化美術篇」- 影片檔 + 投影片(Asset)



第二門課程：台灣文化系列:
「台灣文化美術篇」-文字檔(Asset)



第二門課程：台灣文化系列:



第三門課程：公民美學系列－
「公民美學與社會教育之未來展望」-Flash包裝



第三門課程：公民美學系列



第四門課程：地方文化系列－
「補光抓影話影偶」-Flash包裝



第四門課程：地方文化系列－
「補光抓影話影偶」



第五門課程：地方文化系列－
「台南南瀛數位文物」



第五門課程：地方文化系列－
南瀛數位文物學習網-共享內容元件，SCO



第五門課程：地方文化系列－
南瀛數位文物學習網－素材（Asset）

圖
片

文字檔

影音檔



第五門課程：地方文化系列:



CA範例：第四、五門課程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
同方式分享 2.5 台灣 授權條款

6.3 權利 - 描述

無6.1 權利 - 價格

本系列包含四個課程： 1.光和
影-紙影偶的製作與演出 2.補光
抓影話影偶 3.台南南瀛數位文
物 4.台中 創意聯想畫

1.4一般 - 描述

地方文化系列1.2一般 - 標題



大SCO範例

作者2.3.1生命週期 – 貢獻 - 角色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
分享 2.5 台灣 授權條款

6.3 權利 - 描述

無6.1 權利 - 價格

text/html4.1 技術 - 檔案格式

台南縣政府2.3.2生命週期 - 貢獻 - 實體

水彩；國畫；書法篆刻1.5 一般 - 關鍵字

分為三種層次，各為「兒童教
室」、「一般教室」、「進階教
室」，每一層次各包含四個主題：
「水彩」、「國畫」、「書法篆
刻」、「素人畫家洪通」。

1.4 一般 - 描述

南瀛數位文物學習網1.2 一般 - 標題



中SCO範例

作者2.3.1 生命週期 - 貢獻 – 角色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
式分享 2.5 台灣 授權條款

6.3 權利-描述

無6.1 權利-價格

演講5.2 教育-教學資源類型

text/html4.1 技術 - 檔案格式

陳甲上2.3.12生命週期 - 貢獻 – 實體

水彩創作;水彩欣賞1.5一般 - 關鍵字

兒童教室專為兒童所設計，包含四
個主題：「水彩」、「國畫」、
「書法篆刻」、「素人畫家洪
通」。

1.4 一般 - 描述

兒童教室1.2 一般 - 標題



SCO範例：小SCO

作者2.3.1生命週期 –貢獻 – 角色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
同方式分享 2.5 台灣 授權條款

6.3 權利 - 描述

無6.1 權利 - 價格

演講5.2 教育 - 教學資源類型

text/html4.1技術 - 檔案格式

陳甲上2.3.2 生命週期 - 貢獻 – 實體

水彩創作;水彩欣賞1.5 一般 - 關鍵字

本課程分為四章：「水與色彩
鬥陣走」、「水彩創作花落
米」、「水彩欣賞扛八袋」、
「水彩遊戲超旋風」，使學習
者可瞭解水彩的特質，並認識
水彩的工具與材料、基本的水
彩畫技法與如何鑑賞水彩畫。

1.4 一般 - 描述

水彩1.2 一般 - 標題



素材範例：Asset 1

作者2.3.1生命週期-貢獻-角色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相同方式分享 2.5 台灣 授權條
款

6.3 權利-描述

無6.1 權利 - 價格

描述性文字5.2 教育-教學資源類型

application/msword4.1技術-檔案格式

陳甲上2.3.2生命週期-貢獻-實體

現代水彩1.5 一般關鍵字

概述水彩藝術的起源，並介紹
荷英法三國水彩以及現代水彩
的概念。

1.4 一般 - 描述

水彩今昔1.2 一般 - 標題



不同聚合層級課程的後設資料描述

• 方式：
– 以TWLOM為依據
– 了解應用檔的概念(閱讀TWLOM，以發展適合本單位

的資料值)
• 符合標準最低門檻要求下，又可符合在地需求
• 發問卷瞭解該單位的需求

– 「1.1一般-識別碼」
– 「3.2.2後設-後設資料-實體」
– 「3.3後設-後設資料-後設資料元素」
– 「5.2教育-學習資源類型」
– 「6.2權利-權利及其他的限制」
– 「6.3 權利-描述」

– 決定元素的必備性
• 必填
• 建議
• 選擇



CNS LOM 文建會AP  元素表單範例

內容叢集 共享內容元件、教學活
動、內容組織

素材

元素使用 建議 建議 建議

大小 1 1 1

2.3.1生命週期-貢獻-角色(Role)

定義 貢獻的角色。

元素使用與大小

順序 未特定

資料值 作者(固定值)

資料類型 詞彙(指定)

著錄說明 此欄位不可以重複著錄。由系統帶出「作者」，無須人工著錄。
CNS LOM 在此元素的資料值建議為：：作者、出版者、未知、創始者、終止者、確
認者、編輯者、圖形設計者、技術實現者、內容提供者、技術確認者、教育確認者、
腳本撰寫者、教案設計者、內容專家。但以目前的「CNS LOM文建會AP」實作需求
考量，本規範選用其中一種角色：作者。

系統建議 由系統自動帶出「作者」。

範例 作者



TWLOM與文建會AP欄位必選填一欄表



數位典藏融入中小學教學活動設
計比賽之得獎教案

http://dlm.ntu.edu.tw/02_1.htm

以94年度得獎第一名的參賽作品

「不老的傳說」為實證研究對象

http://dlm.ntu.edu.tw/CIDC/94/001/index.html



課程聚合層次與關係分析



個案解析 –
「不老的傳說」教案(1/3)

http://dlm.ntu.edu.tw/CIDC/94/001/index.html



個案解析 –
「不老的傳說」教案(2/3)

http://dlm.ntu.edu.tw/CIDC/94/001/challenge.html



個案解析 –
「不老的傳說」教案(3/3)

http://dlm.ntu.edu.tw/CIDC/94/001/不朽的殿堂.doc



課程架構圖

不老的傳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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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說明

• CA：不老的傳說

• SCO：共有八個SCO，
– 四個主題分別為「不朽的殿堂」、「陵墓大觀

園」、「總有一天等到你」、「許我一個未
來」；

– 二個測驗分別為「勇闖黃金城」、「漢代美少
女生活札記」；二個遊戲分別為「拼圖大挑
戰」、「魔法快打手」。

• Asset (素材)：在課程中所使用到的圖片、
文字檔、學習單。



著錄metadata

CA．SCO．Asset
資料結構．資料內容．資料值
TWLOM．應用檔．應用指引

教案



CA：解析元素一
1.2一般-標
題

5.2教育-基本教學時
數

5.7教育-適用年齡

9.分類

1.5一般-
關鍵字

1.4一般-描述

4.1技術-格式

7.關聯性



CA：解析元素二

4.3技
術-位置



著錄後設資料 - CA層級(1/4)
TW LOM元素名稱 資料值

1. 一般 1.1識別碼 1.1.1編目

1.1.2款目

1.2標題 不老的傳說

1.3語言 中文

1.4描述 此教材「不老的傳說」為主題，介紹墓室藝術
與文化，並與歷史、世界文化、生命教育相結
合，構織出多領域探討的墓室藝術學習教材。
此教材下分四個主題：「不朽的殿堂」、「陵
墓大觀園」、「總有一天等到你」、「許我一
個未來」。

1.5關鍵字 墓室藝術；漢代藝術；生死教育；建
築；陵墓

1.6涵蓋範圍 漢代

1.7結構 網絡的

1.8叢集層次 3

2. 生命週期 2.1版本 1.0

2.2現況 正式版

2.3貢獻 2.3.1角色 作者

2.3.2實體 張敏琪

2.3.3 日期 2005



著錄後設資料 - CA層級(2/4)
TW LOM元素名稱 資料值

3. 後設-後設
資料

3.1識別碼 3.1.1編目

3.1.2款目

3.2貢獻 3.2.1角色

3.2.2實體

3.2.3日期

3.3後設資料元素標準 CNS LOM/LOMv1.0/ SCORM_CAM_v1.3

3.4語言



著錄後設資料 - CA層級(3/4)
TW LOM元素名稱 資料值

4. 技術 4.1 格式 text/html
application/msword
application/mspowerpoint
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4.2大小
4.3 位置 http://dlm.ntu.edu.tw/CIDC/94/001/index.html

4.4需求 4.4.1
或 組
合

4.4.1.1類型 作業系統

4.4.1.2名稱 ms-windows

4.4.1.3最低版本 2000

4.4.1.4最高版本 xp

4.5安裝說明
4.6其他平台需求
4.7時長

5. 教育 5.1互動類型 展示式
5.2學習資源類型
5.3互動程度
5.4語言密度 中等
5.5適用對象 學習者
5.6情境 學校
5.7基本年齡範圍 14-15
5.8困難度 中等
5.9基本教學時數 PT3H
5.10描述
5 11語言



著錄後設資料 - CA層級(4/4)
TW LOM元素名稱 資料值

6. 權利 6.1價格 否
6.2權利及其他的限制 是
6.3描述 著作權所有

7. 關聯性 7.1種類 參照xx
7.2資源 7.2.1

識別
碼

7.2.1.1編目 URI
7.2.1.2款目 http://www.sinica.edu.tw/~hantomb/

7.2.2描述 不朽的殿堂-漢代的墓葬與文化

7. 關聯性 7.1種類 參照xx
7.2資源 7.2.1

識別
碼

7.2.1.1編目 URI
7.2.1.2款目 http://www.sinica.edu.tw/~dmuseum/

7.2.2描述 商王大墓重現
7. 關聯性 7.1種類 參照xx

7.2資源 7.2.1
識別
碼

7.2.1.1編目 URI
7.2.1.2款目 http://www.nmh.gov.tw/

7.2.2描述 國立歷史博物館
8. 註解 8.1實體

8.2日期
8.3描述

9. 分類 9.1 目的 學科
9.2 分類路徑 9.2.1 來源 九年一貫課程領域與議題

9.2.2 
類

9.2.2.1 類別碼 藝

9.2.2.2 款目 藝術與人文
9.3描述
9.4關鍵字





著錄後設資料 - CA層級(3/3)
TW LOM元素名稱 資料值

6. 權利 6.1價格 否
6.2權利及其他的限制 是
6.3描述 著作權所有

7. 關聯性 7.1種類 參照xx
7.2資源 7.2.1

識別
碼

7.2.1.1編目 URI
7.2.1.2款目 http://www.sinica.edu.tw/~hantomb/

7.2.2描述 不朽的殿堂-漢代的墓葬與文化

7. 關聯性 7.1種類 參照xx
7.2資源 7.2.1

識別
碼

7.2.1.1編目 URI
7.2.1.2款目 http://www.sinica.edu.tw/~dmuseum/

7.2.2描述 商王大墓重現
7. 關聯性 7.1種類 參照xx

7.2資源 7.2.1
識別
碼

7.2.1.1編目 URI
7.2.1.2款目 http://www.nmh.gov.tw/

7.2.2描述 國立歷史博物館
8. 註解 8.1實體

8.2日期
8.3描述

9. 分類 9.1 目的 學科
9.2 分類路徑 9.2.1 來源 九年一貫課程領域與議題

9.2.2 
類

9.2.2.1 類別碼 藝

9.2.2.2 款目 藝術與人文
9.3描述
9.4關鍵字



SCO：元素解析一

1.4一
般-描述

5.2教
育-基本
教學時
數

5.7教育-適用年
齡

1.2一般-
標題



SCO：元素解析二

7.關聯性

4.1技術-格式



TW LOM元素名稱 資料值

1. 一般 1.1識別碼 1.1.1編目

1.1.2款目

1.2標題 不朽的殿堂

1.3語言 中文

1.4描述 以漢代墓室藝術作出發，分成兩部分進行
教學。一是與學生舊經驗做結合，討論漢
代歷史大事與文化特色，勾勒出該朝代之
特殊性；二是就墓室藝術進行解說，就其
形制、建築特點、功能、藝術價值、內容
等部分進行解說，配合介紹圖像與歷史，
讓學生對該藝術類型有初步的鑑賞能力與
認識。

1.5關鍵字 墓室藝術；漢代藝術；生死教育；

1.6涵蓋範圍 漢代

1.7結構

1.8叢集層次

2. 生命週期 2.1版本 V1.0

2.2現況 正式版

2.3貢獻 2.3.1角色 作者

2.3.2實體 張敏琪

2.3.3 日期

著錄後設資料 - SCO層級(1/4)



TW LOM元素名稱 資料值

3. 後設-後
設資料

3.1識別碼 3.1.1編目

3.1.2款目

3.2貢獻 3.2.1角色

3.2.2實體

3.2.3日期

3.3後設資料元素標準 CNS LOM/LOMv1.0/ SCORM_CAM_v1.3

3.4語言

4. 技術 4.1 格式 Text/html
application/mspowerpoint

4.2大小

4.3 位置 http://dlm.ntu.edu.tw/CIDC/94/001/art.html

4.4需求 4.4.1
或 組
合

4.4.1.1類型 作業系統

4.4.1.2名稱 ms-windows
4.4.1.3最低版本 2000

4.4.1.4最高版本 xp

4.5安裝說明

4.6其他平台需求

4.7時長

著錄後設資料 - SCO層級(2/4)



TW LOM元素名稱 資料值

5. 教育 5.1互動類型 展示式

5.2學習資源類型

5.3互動程度

5.4語言密度 中等

5.5適用對象 學習者

5.6情境 學校

5.7基本年齡範圍 14-15

5.8困難度 中等

5.9基本教學時數 PT45M

5.10描述

5.11語言

6. 權利 6.1價格 否

6.2權利及其他的限制 是

6.3描述 著作權所有

著錄後設資料 - SCO層級(3/4)



TW LOM元素名稱 資料值

7. 關聯性 7.1種類 參照xx

7.2資源 7.2.1
識別
碼

7.2.1.1編目 URI

7.2.1.2款目 http://www.library.tohoku.ac.jp/kikaku/spec1/doc/k
i1-2-1.html

7.2.2描述 史記

8. 註解 8.1實體

8.2日期

8.3描述

9. 分類 9.1 目的 學科

9.2 分類路徑 9.2.1 來源 九年一貫課程領域與議題

9.2.2 
類

9.2.2.1 類別碼 藝

9.2.2.2 款目 藝術與人文

9.3描述

9.4關鍵字

著錄後設資料 - SCO層級(4/4)



Asset：

http://dlm.ntu.edu.tw/CIDC/94/001/不朽的殿堂.doc



TW LOM元素名稱 資料值

1. 一般 1.1識別碼 1.1.1編目

1.1.2款目

1.2標題 不朽的殿堂

1.3語言 中文

1.4描述 以「我是三貫王漢代」、「連連看」、
「腦力大激盪」三單元與學生互動，使其
能進一步瞭解中國葬墓文化。

1.5關鍵字 墓室藝術；漢代藝術；生死教育；

1.6涵蓋範圍 漢代

1.7結構

1.8叢集層次

2. 生命週期 2.1版本 V1.0

2.2現況 正式版

2.3貢獻 2.3.1角色 作者

2.3.2實體 張敏琪

2.3.3 日期

著錄後設資料 - Asset層級(1/4)



TW LOM元素名稱 資料值

3. 後設-後
設資料

3.1識別碼 3.1.1編目

3.1.2款目

3.2貢獻 3.2.1角色

3.2.2實體

3.2.3日期

3.3後設資料元素標準 CNS LOM/LOMv1.0/ SCORM_CAM_v1.3

3.4語言

4. 技術 4.1 格式 application/msword

4.2大小

4.3 位置

4.4需求 4.4.1
或 組
合

4.4.1.1類型

4.4.1.2名稱

4.4.1.3最低版本

4.4.1.4最高版本

4.5安裝說明

4.6其他平台需求

4.7時長

著錄後設資料 - Asset層級(2/4)



TW LOM元素名稱 資料值

5. 教育 5.1互動類型

5.2學習資源類型

5.3互動程度

5.4語言密度

5.5適用對象

5.6情境

5.7基本年齡範圍

5.8困難度

5.9基本教學時數

5.10描述

5.11語言

6. 權利 6.1價格 否

6.2權利及其他的限制 是

6.3描述 著作權所有

著錄後設資料 - Asset層級(3/4)



TW LOM元素名稱 資料值

7. 關聯性 7.1種類

7.2資源 7.2.1
識別
碼

7.2.1.1編目

7.2.1.2款目

7.2.2描述

8. 註解 8.1實體

8.2日期

8.3描述

9. 分類 9.1 目的

9.2 分類路徑 9.2.1 來源

9.2.2 
類

9.2.2.1 類別碼

9.2.2.2 款目

9.3描述

9.4關鍵字

著錄後設資料 - Asset層級(4/4)



Metadata編輯軟體



Metadata編輯軟體的著錄
與產出XML檔案

• 方式：

– 選擇與發展Metadata編輯軟體

– 在編輯軟體著錄Metadata，由上而下填寫各層
級之Metadata

– 匯出XML檔案，供後續內容包裝(Content 
Package)之用，使學習資源成為可攜式，可再
利用的學習包



以RELOAD著錄後設資料(1/2)
• RELOAD是由JISC所贊助的計畫，發展一系列

的軟體工具，實作許多目前逐漸成熟的數位學
習技術規格(如IEEE LOM, IMS Metadata, ADL 
SCORM等)，以達成學習物件互通性的提升

• 包含後設資料的著錄功能，能直接產出XML檔
案。也可以進一步製作Content Package，並提
供簡單的SCORM課程演示功能，以及相容性
的驗證的工具

• 目前RELOAD已廣泛被應用於數位學習物件的
描述與封裝打包，也有多國語言的套件可以使
用



以RELOAD著錄後設資料(2/2)
• 優點：可免費取得、為Open Source軟體、支援IEEE LOM

及多種後設資料標準應用檔

• 缺點：使用介面的好用性
– 線性的著錄方式 (一個元素接著一個元素)
– 直接採用LOM標準中專業的術語，與教師現場教學中慣用的詞彙

不同(如2.3.2生命週期-貢獻-實體)，仍不夠user friendly

• 採用版本：可支援IEEE LOM及SCORM 2004的RELOAD 
2.5 (beta version) (目前已發展至RELOAD 2.5.4 stable 
version)
– 原因：TW LOM以IEEE LOM以及SCORM 2004為基礎而發展

Updated: 2007.04.30



RELOAD著錄介面(1/2)（文建會）



RELOAD著錄介面(2/2)(文建會)



按「存檔」產生XML(文建會)



RELOAD著錄介面(1/2)(不老的傳說)



RELOAD著錄介面(2/2)(不老的傳說)



按「存檔」產生XML(不老的傳說)



後設資料XML檔案範例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om xmlns="http://ltsc.ieee.org/xsd/LOM"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ltsc.ieee.org/xsd/LOM lom.xsd">

<general>
<identifier>
<catalog>文建會網路學院識別碼</catalog>
<entry>caseSC00000034</entry>

</identifier>
<title>
<string language="zh-TW">南瀛數位文物學習網</string>

</title>
………………………..(中略)
<description>

<string>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2.5 台灣 授權條款</string>
</description>

</rights>
</lom>



經驗分享

• 一門課程需填寫的Metadata筆數，依課程及
學習物件單元的大小不等，約6~21筆

• 填寫一門課程Metadata所需時間

– 依學習物件層級多寡不定，約2~4小時

• 著錄人員應先熟悉TWLOM或應用檔之元素
的意義與詞彙，以便正確且迅速的著錄資
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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