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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Fusion介紹

http://mcntw-stds.teldap.tw:8080/musefusion/



MuseFusion介紹



MuseFusion介紹



MuseFusion 大事紀

No 時間 事項

1 2008-03-14 博物館電腦網路協會台灣分會2008年會暨研討會

2 2008-04-16 「標準的影響力」工作坊 – 招募MuseFusion參與者

3 2008-05-30  MuseFusion藏品互通實驗計畫線上平台使用教學-
著錄教學與線上實做

4 2008-06/07 會員們線上填寫藏品資訊，共有來自18個單位的48件
藏品，分別為:
攝影11件，繪畫10件，器物6件，標本10件，書法3
件，建築4件，服飾1件，其他3件。

5 2008-07-17 向「美國蓋提中心/博物館 蓋提研究所」介紹
MuseFusion (於美國洛杉磯)



MuseFusion 大事紀

No 時間 事項

6 2008-07/08 MCN標準小準針對18個單位之藏品給與著錄修改建議
(by e-mail)

7 2008-08-27 「發展使用者導向的Metadata設計：策略與實務」研

討會 -符合著錄規範標準之實例觀摩與經驗分享

8 2008-09/10 製作「2008年MCN年會」海報展示-標準規範小組與
MuseFusion介紹

9 2008-11-12/15 標準規範小組參與「2008年MCN年會」

(於美國華盛頓DC)



MuseFusion 實例分享

最佳實例



貝殼項飾





貝殼項飾



MuseFusion 實例分享

創作日期

創作日期起

創作日期迄



8.創作日期
• 定義:與作品或其組件創作,設計,

製作,呈現,表演,建造,更改的日
期或時間之簡要描述。
(A concise description of the 
date or range of dates 
associated with the creation, 
design, production, 
presentation, performance, 
construction, or alteration of 
the work or its components.)

• 著錄規範:
1.必填欄位，[文字敘述方式]填
寫。
2.若不知確切的時間，請描述

日期最大範圍之方式填入，如:
民國，清朝，日據時期。
3.此處不處理物件[數位檔案]之

相關資料。

簡報者
簡報註解
1.CDWA Lite <12. Display Creation Date >, p172.CCO p157-158



9.創作日期起/創作日期迄

• 著錄規範:
– 請以西元紀年方式填入:

YYYY 或 YYYY-MM-DD
物件 創作日期 創作日期起 創作日期迄

明景泰掐絲琺
瑯番蓮紋盒

明景泰 1450 1456

戴珍珠耳環的
少女

17世紀 1600 1699

《西風的話》
照片之三

民國91年 2002 2002

林庶煌先生

與父親

日治時期大正13年 1895 1945

簡報者
簡報註解
1.CDWA Lite <13.1.2 Earliest Date><13.1.3 Latest Date>, p18



中西曆轉換 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sinocal/luso.html

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sinocal/luso.html


以「唐」「太宗」「貞觀」為查詢





唐太宗貞觀 = 0627-0650

欄位 填寫

創作日期
(Creation Date)

唐太宗貞觀年間

創作日期起
(Earliest Date)

0627

創作日期迄
(Latest Date)

0650



請問哪個著錄符合上述規範?

• C.欄位 填寫

創作日期
(Creation Date)

唐(中唐)

創作日期起
(Earliest Date)

唐代

創作日期迄
(Latest Date)

唐代

A.欄位 填寫

創作日期
(Creation Date)

2007年(96學年度
第二學期) 

創作日期起
(Earliest Date)

2007年(96學年度
第二學期) 

創作日期迄
(Latest Date)

2007年(96學年度
第二學期) 

D.欄位 填寫

創作日期
(Creation Date) 2004/2/6

創作日期起
(Earliest Date)

2004

創作日期迄
(Latest Date)

2004

B.欄位 填寫

創作日期
(Creation Date)

東漢

創作日期起
(Earliest Date)

0026

創作日期迄
(Latest Date)

0220

B



請問哪個著錄符合上述規範?

• A.欄位 填寫

創作日期 (Creation 
Date)

唐

創作日期起
(Earliest Date)

西元710-780 

創作日期迄 (Latest 
Date)

西元710-780 

D.欄位 填寫

創作日期
(Creation Date) 2004/2/6

創作日期起
(Earliest Date)

2004

創作日期迄
(Latest Date)

2004

C
C.欄位 填寫

創作日期
(Creation Date)

民國

創作日期起
(Earliest Date)

2008-05-20 11:38 

創作日期迄
(Latest Date)

2008-05-20 11:38 

B.欄位 填寫

創作日期
(Creation Date)

日治時期

創作日期起
(Earliest Date)

1903-4-1 

創作日期迄
(Latest Date)

1915-3-25 



日期之重要性

What 這是什麼?

Who 誰畫/作的?

Where 藏於何處?

When 何時畫/作的?



日期之重要性

• 一般人進行時間檢索會有兩種方式:
1.概念式，如:西漢/唐朝/日治時期

2.特定年份/日期，如:自己的生日，今
天的日期

簡報者
簡報註解
TelDap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Search/Search.jsp



日期之重要性
• 不同的檢索方式:

1.概念式，如:西漢/唐朝/日治時期

簡報者
簡報註解
TelDap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Search/Search.jsp



日期之重要性
• 2.特定年份/日期，如:1977年

簡報者
簡報註解
The Getty: http://www.getty.edu/art/collectionSearch/collectionSearch?col=museum&nh=10&pw=100%25&lk=1&qt=1977



日期之重要性
• 特定日期的檢索，如:今天的日期/自己的生日/歷史上某一件大事，

特別是新聞事件的檢索。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中時新聞資料庫:http://tol.chinatimes.com/CT_NS/ctsearch.aspx



特定日期的檢索

• 。 • 歷史上重要事件的發
生日期，例如:尋找
921地震的相關資料。

• 其他例子
– 921地震

– 七七事變

– 八二三炮戰

– 二二八事變

– ……….等
921地震後光復國中的操場情形

簡報者
簡報註解
1.虛擬檔案館 http://va.archives.gov.tw/main.asp



日期之重要性
• 2.特定年份/日期，如:明確年代的區間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中研院圖書館查詢 http://las.sinica.edu.tw/search*cht/X



不同方式的檢索設計



日期之重要性
因應不同的查詢需求或不同的應用需求，兩種方式皆為重要

的著錄資訊

• CDWA (Category of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 CDWA Lite

簡報者
簡報註解
1.CDWA 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standards/cdwa/14creation.html 



ISO 8061
日期/時間/時區的國際標準

• 年:
YYYY ，如:2008 或 0058。
若為西元前，請以 -YYYY 填入。

• 日期: 
YYYY-MM-DD 或 YYYY-MM 或 YYYY，

如:1977-05-06 或 0618-05。
• 時間:

hh:mm:ss 或 hh:mm 或 hh，
如:08:50:05 或 13:02 或 18。

• 時區:
+TT:TT 或 -TT:TT，如:+08:00，代表
台灣時區。
又如:-04:30，代表委內瑞拉時區。

• 「日期+時間+時區」之格式:
YYYY-MM-DD hh:mm:ss +TT:TT

欄位 填寫

創作日期
(Creation Date)

東漢

創作日期起
(Earliest Date)

0026

創作日期迄
(Latest Date)

0220

欄位 填寫

創作日期 (Creation 
Date)

民國

創作日期起 (Earliest 
Date)

2008-05-20 11:38 +08:00 

創作日期迄 (Latest 
Date)

2008-05-20 11:38 +08:00

• 各國時區請參考: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B6%E5%8C%BA%E5%88%97%E8%A1%A8&variant=zh-tw#UTC-12

簡報者
簡報註解
1.CCO,9.2.3.1<Brief Rules for View Date>，p2702.http://en.wikipedia.org/wiki/ISO_86013.時區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O_8601#Times ，(2)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B6%E5%8C%BA%E5%88%97%E8%A1%A8&variant=zh-tw#UTC-4:30 ，(3) http://dbsvr.clhs.tyc.edu.tw/doc/pgsql7.3/datatype-datetime.html



MuseFusion 實例分享

主題



12.主題
• 定義:Terms that identify, 

describe, and/or interpret what 
is depicted in and by a work. 
These may include proper 
names (e.g., people, events, 
places), iconography, themes 
from literature, or generic terms 
describing the material world, or 
topics (e.g., concepts, themes, 
or issues) 

• 著錄規範:
1.作品所描繪的主題。
2.為多值，若有四個「主題，
請先按「新增」三次
後，再依序著錄。
3.若物件沒有主題，請著錄物件
的[功能]或[目的]。
4.書法作品，請著錄[字體]，如:行
書。

簡報者
簡報註解
1.CDWA Lite <15.1.2. Sub-element: Indexing Subject Term >，p21



實例分享-1

主題 水墨技法---敲墨(使用畫筆沾濃而
溼的墨，用另一枝畫筆敲筆桿，
使水墨滴在宣紙上。) 聽!天使在
唱歌。 平安夜。 天使。 夜空。
水墨技法---滴墨(使用畫筆沾濃而
溼的墨，自然的讓水墨滴在宣紙
上。) 水墨遊戲抽象畫。

建議說
明

「主題」是指畫面中所描述的主
題，原著錄包含太多資訊，如：
技法、 標題、主題、風格。

建議以關鍵詞描述，保留「主題」
描述，如：平安夜，天使，夜空。

建議修
改

平安夜，天使，夜空。



實例分享-2

主題 擺設(功能) 

建議
說明

因為此玉器是雕刻主題為辟邪，
建議也新增「主題」一次，填
入辟邪。

建議
修改

擺設(功能)，辟邪



實例分享-3

主題 實景環場虛擬實境 三百六十度
環景影像紀錄

建議說
明

「主題」為作品內容所描繪的主
題，原本所填寫內容較偏向「分
類」的描述，建議將「分類」與
「主題」著錄內容對換，此張影
像描述主題為「陳情抗議活動 社
會運動 原住民」。

建議修
改

陳情抗議活動 社會運動 原住民



適當主題的著錄
• 人物,地點,活動,事件的正式名稱

– 李鐵拐/孫翠鳳

簡報者
簡報註解
CCO:p217



適當主題的著錄
• 人物,地點,活動,事件的正式名稱

– 陳水扁,二二八事件

簡報者
簡報註解
CCO:p217



適當主題的著錄

• 主題或象徵概念

– 富貴/民主/真理/祝壽

簡報者
簡報註解
CCO:p217



適當主題的著錄

• 故事性的主題

– 目蓮救母/愚公移山/八仙過海/法國大革命

簡報者
簡報註解
CCO:p217



適當主題的著錄

• 非敘事性的主題

– 玫瑰花/花園/風景/裸女/瀑布/橋/水果/森林

簡報者
簡報註解
CCO:p217



適當主題的著錄

• 對於非具象的作品，以視覺性的元素，或主題及象徵意
義進行主題描述。

– 線條/色塊/圓點/光線

– 音樂家

簡報者
簡報註解
CCO:p217



適當主題的著錄

• 對裝飾藝術及物質文化，以「功能」進行著錄。

– 掛毯/酒杯/水瓶/樂器/鼻煙壺

– 禮器/明器

簡報者
簡報註解
CCO:p217



適當主題的著錄

• 對於建築而言，以建築功能或目的進行著錄。

– 教堂/寺廟/宮殿/歌劇院/博物館/圖書館/總統府

簡報者
簡報註解
CCO:p217



主題的三種著錄層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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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個層次需要對所描繪的

內容作客觀的「描述
(DESCRIPTION)」，例如：
男子/花。

– 第二個層次是對主題的「識
別(IDENTIFICATION)」：
例如：喬治華盛頓/牡丹花。

– 第三層要說明作品的深層意
義，即「詮釋
(INTERPRETATION)」例
如：政治權力/富貴 。

簡報者
簡報註解
CDWA <Subject Matter>



主題著錄之原則

• 第三層次的「詮釋」著錄，需要文獻作為依據。若對於詮
釋的正確性沒有把握，請以最客觀的描述著錄，如:男子,
女子,植物,動物等。

• 某些物件的主題可能不明顯，如:建築或實用性物件(如:椅
子或武器等)，請著錄其「功能」。雖然可能會與「標題」
或「物件類型」有所重複，考量搜尋需求，仍建議針對物
件之「主題」進行著錄。

• 著錄「主題」時，需考量使用者之搜尋需求(the needs of 
users for retrieval)。

簡報者
簡報註解
1.CCO <subject>:p208



著錄需把握之原則

著錄時，考慮使用者在搜尋與瀏覽上之需求

這樣的著錄，是否有一致性(符合著錄規範)?
使用者找的到資料嗎?



Reference
• Musefusion http://140.109.29.246:8080/mcn/index.jsp
• CDWA Lite 

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standards/cdwa/cdwalit
e.html

•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 http://catalog.ndap.org.tw/dacs5/System/Main.jsp
• Cataloging Cultural Objects http://vraweb.org/ccoweb/cco/intro.html
• CDWA 

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standards/cdwa/18subj
ect.html

• 中時新聞資料庫 http://tol.chinatimes.com/CT_NS/ctsearch.aspx
• 中研院圖書館查詢 http://las.sinica.edu.tw/search*cht/X
• The Getty Collecion 

http://www.getty.edu/art/collectionSearch/collectionSearch?col=museum&n
h=10&pw=100%25&lk=1&qt=1977

http://140.109.29.246:8080/mcn/index.jsp
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standards/cdwa/cdwalite.html
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standards/cdwa/cdwalite.html
http://catalog.ndap.org.tw/dacs5/System/Main.jsp
http://vraweb.org/ccoweb/cco/intro.html
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standards/cdwa/18subject.html
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standards/cdwa/18subject.html
http://tol.chinatimes.com/CT_NS/ctsearch.aspx
http://las.sinica.edu.tw/search*cht/X
http://www.getty.edu/art/collectionSearch/collectionSearch?col=museum&nh=10&pw=100%25&lk=1&qt=1977
http://www.getty.edu/art/collectionSearch/collectionSearch?col=museum&nh=10&pw=100%25&lk=1&qt=1977


歡迎提問，謝謝!!

城菁汝 (02) 27839766#225
chingju@gate.sinica.edu.tw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數位典藏技術研發及整合計畫 後設資料工作組

mailto:chingju@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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