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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 後設資料工作組

博物館電腦網路協會台灣分會標準規範主題小組 共同召集人

台北場：99年9月23、24日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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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電腦網路協會台灣分會標準規範主題小組與數位影像科技主題小組

「2010數位化流程教育訓練工作坊II」

簡介

• 學經歷

– 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 2003-至今: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料工作組(數位典藏與數
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 2008-至今: 博物館電腦網路協會台灣分會(MCN
Taiwan) 標準規範主題小組 共同召集人

• 專長
– 博物館數位典藏（博物館後設資料內涵分析）

– 博物館藏品管理（登錄、標籤、包裝）

– 博物館國際標準（藏品登錄、藏品資訊交換、索引典）



• 本次演講將針對博物館如何進行藏品的整
理與登錄為主題，說明藏品進行數位化前
的整理、分類，並以國際標準都柏林核心
集（Dublin Core）登錄藏品，說明如何給
藏品一張身分證，以方便日後藏品管理的
之識別、搜尋與保存。

1.數位化前準備1.數位化前準備 2.都柏林核心集2.都柏林核心集 3.後設資料建議3.後設資料建議



整理與分類

• 需要先回答的問題:
1.每件藏品是否都有身分字號?

2.藏品包含哪些類型?

3.何謂一筆資料?

數位化前準備數位化前準備 都柏林核心集 後設資料建議

登錄號

• 身分證字號

– 代表在這個國家中受到承認

– 唯一識別碼，許多日常生活中的事情都會用到
身分證字號，如: 健保、勞保 、銀行開戶等。

– 身分字號的「數碼長度(10碼)」與「格式」必
須一致。

D 2 1 x x x x x x x 或 F 1 3 x x x x x x x 
台南市
女生

台北縣
男生



還有何處會用到類似身分字號的號碼呢？

何處會用到類似身分字號的號碼呢？

• 大學中，會有很多同名同姓的學生。

• 令學校教務處註冊組十分頭痛。若給學生
一個學號，在識別上就容易許多。

9 8 1 0 3 0 3 8

入學年度 班級中第幾個學生



藏品也會出現相同的名字
• 當相同標題的作品太多時，為了識別也會給一組號碼。

陶片 陶片

藏品的識別碼=身分證字號

• 識別碼，又稱資料識別(ID, Identifier)
– 在每件藏品進入博物館後，需要有個別性、永
久性的編號。

– 這個永久性編號，必須進入博物館藏品管理系
統。

– 原則：一物一號，用數碼作符號。

數位化前準備數位化前準備 都柏林核心集 後設資料建議



識別碼

• 例如：識別碼

– 代表在這個博物館中受到承認

– 唯一識別碼，許多博物館日常性作業都會用到
登錄號，如: 藏品清點、展覽 、保存修護等。

– 登錄號的「數碼長度」與「格式」必須一致。

– 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為例(18碼)
故畫000357N000000000 
故瓷014056N000000000
中銅001449N000000000

國
立
北
平
故
宮
博
物
院

國立中央博物院

兩個中文字 + 六個阿拉伯數字 + 一個英文字元 + 九個阿拉伯數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

器物處 書畫處

銅器、金屬器| 陶瓷器| 
玉石器| 木竹漆器| 牙
骨角蚌皮器| 琺瑯器與
玻璃器| 其他

書法| 繪畫| 緙絲| 刺繡| 
法帖| 拓碑| 墨拓

故雜007457D001000000 故畫000838N000000000

中書000011N000000000
中銅000437N000000000

藏品來源 藏品類型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其他 - 00
遺物 - 01
文物 - 02
書法 - 03
繪畫 - 04
家譜 - 05
相片- 06
底片- 07
明信片- 08
電影本事 - 09
地圖 - 10
古文書 - 11

遺物文物

書法 繪畫

底片

相片

家譜

明信片

電影本事

地圖古文書

兩位數藏品類型碼 + 中橫線 + 五位數流水碼
xx-xxxxxx
範例：02-00035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K9
http://isp.moe.edu.tw/index.jsp

三碼英文大寫網站代碼 + _(底線) + 1碼資源類型 + 8碼流水號

XXX_X00000000

例1: LEA_A00000001(學習加油站上傳的第1 筆教學設計)

例2: ECC_C00000020 (亞卓市上傳的第20 筆素材)

資源
類型

代碼

A 教學設計

B 教材

C 素材

D 學習單

E 教學活動



識別碼

– 智慧型編碼
依循一套編碼的規則與格式，通常把常用藏品
資訊轉化成藏品編碼格式之一部份，讓藏品管
理員快速分辨藏品類型。

– 非智慧型編碼
僅設定編碼位數，主要以流水號的方式依序編
號，編碼不含任何藏品相關資訊。

數位化前準備數位化前準備 都柏林核心集 後設資料建議



藏品數量

• 館藏的總數量會影響「ID」需設計幾碼?

– 若ID設計為三碼 001-999，表示藏品最多有
999件。

– 若ID設計為四碼0001-9999，表示藏品最多有
9999件。

典藏與數位化分屬兩單位

林淵作品電子典藏計畫

大葉大學藝術家林淵

師大奇美博物館

奇美博物館提琴收藏數位典藏計畫

數位化典藏

ID採用:

1.典藏單位

2.計畫自編



典藏與數位化分屬兩單位

林淵作品電子典藏計畫

大葉大學藝術家林淵

師大奇美博物館

奇美博物館提琴收藏數位典藏計
畫

數位化典藏

數位檔名:B-P4-LU-01.jpg 

ID採用:

1.典藏單位

2.計畫自編

數位檔名會與ID相似

整理與分類

• 需要先回答的問題:
1.每件藏品是否都有身分字號?

2.藏品包含哪些類型?

3.何謂一筆資料?

數位化前準備數位化前準備 都柏林核心集 後設資料建議



歸納發現—

一、藏品有5類?

1.國畫 2.西畫 3.法書 4.浮世
繪 5.考古

藝術博物館網站



藏品分類

• 要以「浮世繪」當作藏品的分類？還是以
「版畫」作為藏品分類呢？

– 浮世繪是否是館方最具特色、與其他博物館不
同的藏品？

– 「浮世繪」佔藏品總數量的比例？

– 「浮世繪」與「版畫」哪一個範圍較大？

版畫

浮世繪

藏品分類

• 分類原則

– 考量目前藏品已包涵的類型

– 需考量日後進館的藏品，都可能被歸納為已有
的分類中。

• 需考量的問題

– 若數量不多，是否要自成一類?
– 若數量很多，且為館藏特色，是否可以再加以
細分?



藏品分類

• 藏品分類的準則與「博物館大小」以及「藏
品範圍」有很大的關係

– 綜合類型的博物館，藏品數量繁多，需要以較
大範圍的方式進行分類，以確定藏品進館後需
由哪單位位負責保管與研究。藏品分類可能為
：書畫、 器物、 圖書文獻三大類。

– 一個專門收藏瓷器的博物館，藏品都是以瓷器
為主，分類可細分為：單色釉、彩瓷、琺瑯彩
、釉下彩繪等。

動動腦

• 某城市博物館目前藏品大致區分成三大類
：繪畫、書法、民俗文物。有位學者願意
將其所典藏的「芝山岩考古文物」捐贈給
博物館，也獲得典藏委員會的認可，請問
博物館該如何歸類這些新藏品呢？

– 既有的分類是否適用？

– 若要新增一類，要以何者命名較合適呢？

芝山岩遺址位於台北士林芝山岩附近。 1896年發現的該遺
址不但為台灣相當重要遺址，也是首處被發現的史前時代
遺址。(From wiki)



DC (Dublin Core) 都柏林核心集

• 共有15各元素: 
1.標題 Title
2.創作者 Creator
3.主題 Subject
4.描述 Description
5.出版者 Publisher
6.貢獻者 Contributor    
7.日期 Date 

8.型式 Type                             
9.格式Format 
10.識別碼 Identifier
11.來源 Source 
12.語言 Language 
13.關聯 Relation 
14.涵蓋範圍 Coverage            
15.權利 Rights 

註:此處都柏林核心及採CNS國家標準之翻譯

標 籤 定 義

元
素

型式
(Type)

資源之性質或人文藝術作品類型。建議使用控制詞彙（例如
DCMI Type Vocabulary）。使用格式元素描述資源之實體或
是數位的載體。

編
碼
綱
要

DCMI Type 
Vocabulary

DCMI定義之型式控制詞彙
http://dublincore.org/documents/dcmi-type-vocabulary/

Type

建議採用資料值

圖像（Image） 原件/替代品（original/ surrogate）

動態影像（Moving Image） 文化/自然（cultural/ natural）

靜態圖像（Still Image） 合集/單件（collection/item）

文字（Text） 資料集（Dataset）

聲音（sound） 服務（Service）

互動資源（Interactive resource） 人/事/地/實體物件（party/event/place/ physical 
object）

軟體（Software）



控制詞彙



Type

資料值 定義 描述對象

動態影像
Moving Image

當連續放映時，給予動態印象的一系列視覺
呈現。
A series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s 
imparting an impression of motion when 
shown in succession.

電影、電視節目

靜態圖像
Still Image

靜態的視覺呈現。
A static visual representation.

繪畫、版畫

文字
Text

主要由文字構成的閱讀資源。
A resource consisting primarily of words 
for reading.

書籍、報紙、信件

聲音
Sound

以聆聽為主要意圖的資源。
A resource primarily intended to be 
heard.

音樂、演講

合集
Collection

資源的聚集。
An aggregation of resources.

展覽

實體物件
Physical Object

無生命、立體的物件或物質。
An inanimate, three-dimensional object or 
substance.

雕塑、建築

聯合目錄



Title: 粗棉紙油畫1

ID: B-P4-LU-01 

Type: 靜態圖像-粗棉紙油畫

From:台灣原生藝術－林淵作品電子典藏計畫

Title:少女

ID: A-ST-LU-NR-01  

Type: 實體物件-石雕

Title: 台大物理系退休教授崔伯銓教授口述歷史

ID: GEPHYS-3-04-03-DAP-CBC-001C-001

Type: 動態影像-影音類

From: 台灣大學基礎物理實驗數位典藏計畫

Title: 「金屬中的聲速--孔特氏實驗」上課照片004 

ID: GEPHYS-1-03-01-JSY-PO-004 
Type: 靜態圖像-照片



Title: 1986南王卑南大獵（Mangayau）剪輯帶

ID: BTC259 

Type: 動態影像-剪輯帶（Video）

Title: 1986年宜灣阿美族豐年祭（Ilisin）歌謠A 

ID: CA0082  

Type: 聲音-錄音帶（Audio）

From: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Type選單

動態影像
Moving Image

電影

靜態圖像
Still Image

繪畫、版畫、海報

文字
Text

書籍、報紙、信件

聲音
Sound

音樂、演講

合集
Collection

展覽、表演

實體物件
Physical Object

雕塑、建築

建議



整理與分類

• 需要先回答的問題:
1.每件藏品是否都有身分字號?

2.藏品包含哪些類型?

3.何謂一筆資料?

數位化前準備數位化前準備 都柏林核心集 後設資料建議



• 例1 中研院民族所台灣原住民文物計畫 回傳之「Metadata藏品元素需求
表單2003/04/29 」

(1)套件-
以兩件或兩件以上的文物構成有意義的整套，每件文物單獨著錄。

如-帽子.上衣.褲子

(2)組件-文物為一組相關相關名稱集合，以同名稱登錄為一組單位。

如-刀(有鞘) 元素名稱 範例

物件名稱 刀(有鞘)

分類編號 10014

相關藏品 組件描述 刀與其附屬刀鞘，兩者
為一完整之刀俎。

元素名稱 範例1 範例2
物件名稱 泰雅族女子上衣 泰雅族女子腰裙

分類編號 10020 10021

相關藏
品

套件
描述

屬於泰雅族女子
服飾，另有同套
腰裙10021。

屬於泰雅族女子
服飾，另有同套
上衣10020。

MAAT所製作範
例。圖片: 
http://www.hles.tpc.e
du.tw/nine/sample/do
cument/art/13/  



何謂一筆資料?
• [流浪者之歌]某次上演的相同海報有3張，

請問系統是登錄3次 or 著錄1次?

• [流浪者之歌]某次上演，同ㄧ場演出有不同
照片30張，請問系統是登錄30次 or 著錄1
次?

數位化前準備數位化前準備 都柏林核心集 後設資料建議



何謂一筆資料?
• [竹夢]某次上演，有竹子道具100枝，請問系統是

登錄100次 or 著錄1次?
• [竹夢]首演以及日後的無數次演出。

– 請問登錄是以整個創作為對象，此筆記錄中包含此創
作無數次的演出?

– 或每次演出都視為一筆資料?

數位化前準備數位化前準備 都柏林核心集 後設資料建議

確定藏品
ID 與 Type 後….

• 本次演講將針對博物館如何進行藏品的整
理與登錄為主題，說明藏品進行數位化前
的整理、分類，並以國際標準都柏林核心
集（Dublin Core）登錄藏品，說明如何給
藏品一張身分證，以方便日後藏品管理的
之識別、搜尋與保存。

數位化前準備 都柏林核心集 後設資料建議



個人資料登錄

1.性別
2.身分字號
3.姓名
4.出生年月日
5.父
6.母
7.配偶
8.出生地
9.住址
10.役別
11.發證日期

DC(Dublin Core) 都柏林核心集

• 簡稱DC，為國際後設資料標準(Metadata Standar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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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跨學科
領域資源分享的交換格式。

• Dublin Core目前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
畫聯合目錄」「文建會國家文化資料庫」互通之主要依
據

• 其他「後設資料標準」…..



DC (Dublin Core) 都柏林核心集

• 共有15各元素: 
1.標題 Title
2.創作者 Creator
3.主題 Subject
4.描述 Description
5.出版者 Publisher
6.貢獻者 Contributor    
7.日期 Date 

8.類型 Type                             
9.格式Format 
10.識別碼 Identifier                 
11.來源 Source 
12.語言 Language 
13.關聯 Relation 
14.範圍 Coverage                  
15.權限 Rights 



DC 重要原則-

1 對 1 原則
one to one principle

數位化前準備 都柏林核心集 後設資料建議

Title: 明 景泰 掐絲琺瑯番蓮紋盒

ID: 中琺000714N000000000 

Format: 高6.3公分 口徑12.4公分

Type: 照片

作者不詳（1450 A.D.-1456 A.D.）。[明 景泰 掐絲琺瑯番蓮紋盒]。《數位典藏聯合目錄》。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URN=836880（2010/06/02瀏覽）。

圖檔

實體物件



描述對象為:拓片

拓片日期與材質不正確

實體物件 影 像

Type
實體物件-陶器
（描述對象為原件）

Format 口徑8*肚徑11*高14(公分) 

數位物件 影 像

Type
靜態圖像-照片
（描述對象為數位圖檔）

Format JPG 

作者不詳（民國52年4月）。[以往名稱：酒罐]。《數位典藏聯合目錄》。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URN=292942（2010/06/02瀏覽）。



一對一原則
（The One-to-One Principle）

一筆都柏林核心集的後設資料僅描述一個資源的一個形式或版本。
不可一筆後設資料同時描述原件及數位圖檔。

如描述畫作原件時，則創作者為畫作之原作者；格式為畫作原件的長與寬
（如10X20cm）。

若描述為畫作的數位圖檔時，則創作者為負責數位化的個人或單位；格式為
數位圖檔的檔案大小（如202,321bytes）。

• 若原件及數位圖檔皆有各自的後設資料時，則兩筆後設資料之間可使用關聯
元素說明兩者之關聯，讓使用者可得知此資源的另一個格式。

數位化前準備 都柏林核心集 後設資料建議

後設資料設計建議

數位化前準備 都柏林核心集 後設資料建議



計畫自設欄位 申請聯合目錄比對服務

XXX計畫
DC後設資料
對照報告

C1A001658N000000000AA圖檔檔名

全器拍攝類型

4X5正片原稿類別

伯三小鬲品名

中銅001658N000000000文物統一編號

【系統自動產生】圖檔編號

圖檔

重1165公克重量

通高17.3公分、腹深12.1公分
、口徑1 8.2公分、腹圍
44.5公分

尺寸
尺寸與

重
量

伯三小鬲品名

品名類別品名

JW-3127-38原始編號

中銅001658N000000000文物統一編號識別號
碼

聯合目錄的必填欄位:

1.標題 Title

2.主題 Subject

3.格式Format

4.識別碼 Identifier

5.權限 Rights

6.出版者 Publisher

計畫自設欄位 申請聯合目錄比對服務

XXX計畫
DC後設資料
對照報告

http://metadata.teldap.tw/design/design-frame.html



計畫自設欄位

XXX計畫
DC後設資料
對照報告

申請聯合目錄比對服務

1.計畫成員

2.聯合目錄

聯合目錄小組依據報告，將資料計
畫轉出，匯入聯合目錄中。

1.數位化前準備1.數位化前準備 2.都柏林核心集2.都柏林核心集 3.後設資料建議3.後設資料建議



城菁汝
chingju@gate.sinica.edu.tw

中央研究院 後設資料工作組
博物館電腦網路協會台灣分會標準規範主題小組
共同召集人

台北場：99年9月23、24日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台南場：99年9月28、29日於國立成功大學

博物館電腦網路協會台灣分會標準規範主題小組與數位影像科技主題小組
「2010數位化流程教育訓練工作坊II」

Q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