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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大綱

一. 內涵分析

二. 國際標準介紹暨比對

三. 內涵分析完成後所產出文件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1. 如何進行初步的內涵分析作業

(1)元素群組化 (2)元素結構化 (3)元素多值設計

2.CDWA Categories 的意涵

3.國際標準比對的重要性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群組化元素群組化

1. 元素群組化 (grouping)

方法:
瀏覽整份表單，將性質相類似的元素放
在一起，並設一新元素將這些性質類似
的元素置於其下。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群組化元素群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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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採集時間

採集者

採集地點

元素名稱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群組化元素群組化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原住民計畫-文物調整建議說明V0.1  
2003/06/05」

採集者採集紀錄

地點

時間

後設資料工作組建議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群組化元素群組化

例2 故宮器物數位典藏子系統計畫回傳之「Metadata藏品元素需求表單
2002/08/03 」

原品名

英文品名

中文品名

漢玉獸

漢玉辟邪品名

Jade pi-hsieh chimera
, Han dynasty (206 
B.C.~A.D.220) 

範例元素名稱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群組化元素群組化
例3 CDWA- 20.Exhibition/Loan History

Museum Type 類型

Dates 時間

Place 地點

Name名稱Venue
場地

Sponsor 贊助者

Organizer 籌劃者

Curator 策展者

Title or Name
題名

9 October- 11December 1988 

IBM 

Paris, France 

Musée du Louvre 

Michael Hirst 

Circa 1492﹕The Age of 
Exploration 

Exhibiti
on/Loan 
History
展覽/借
出史 Royal Academy, Paris, France 

範例元素名稱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群組化元素群組化

優點

1. 性質相同或類似的資訊不會分散於各處

2. Metadata更具結構性，並可處理多值的資訊

3. 有助於著錄與介面瀏覽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群組化元素群組化

習作1

定義元素名稱

資料第一次登錄的時間登錄時間

資料最近一次更新的時間更新時間

資料更新的人員姓名更新人

Handle System所給予的編
號

一致性資源描述識別碼

藏品依族別及區域別入藏
順序編號

分類編號

藏品入藏的流水號登記總號

資料第一次登錄人員姓名登錄人

中央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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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429」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群組化元素群組化

Reference:
1.  中研院民族所台灣原住民計畫文物回傳之「Metadata藏品元素需求表單2003/04/29」
2.「中研院民所台灣原住民計畫-文物調整建議說明V0.1  2003/06/05」

更新時間

更新人更新紀錄

登錄時間

一致性資源描述碼

分類編號

登錄值識別編號

登錄人登錄紀錄

建議調整- 元素名稱

元素名稱

登錄時間

更新時間

更新人

一致性資源描述識別碼

分類編號

登記總號

登錄人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結構化元素結構化

2. 元素結構化 (structuring)

方法:
將元素群中一再重複的特質抽出，獨立
為一元素，並考慮設計為代碼表的著錄
方式。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結構化元素結構化
例1 故宮器物數位典藏子系統計畫回傳之「Metadata藏品元素需求表單

2002/08/03 」

原品名

……..

英文品名

中文品名品
名

元素名稱

元素名稱

品名

類別

(代碼:品名/英文品名/原
品名…..)

品
名

2002/08/28 MAAT建議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結構化元素結構化

優點

1.元素較簡潔

2.較具結構性，減少空值元素產生

3.若使用代碼表，日後可擴充或修改，避
免更動系統元素架構

4.與國際接軌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結構化元素結構化
例2 CDWA- 7.Measurements

cm

215

Width

Overall

Dimensions-Unit
單位

Dimensions-Value
數值

Dimensions-Type
類型

Dimensions-Extent
範圍

Dimensions尺寸

cm

280

Overall

280 x 215 cmMeasur
ements
測量

Height

範例元素名稱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結構化元素結構化

習作2

重量

直徑

高

寬

長

作品的直徑，以公分為單位

作品的重量，以公克為單位

作品的寬度，以公分為單位

作品的長度，以公分為單位尺寸

作品的高度，以公分為單位

定義元素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結構化元素結構化

建議調整

單位

數值

類型 長/寬/高/直徑/重量尺寸

公分/ 公克

代碼表元素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多值設計元素多值設計

3. 元素多值設計(Repeating)

定義: 
代表該元素可以重複著錄，需求規格書中以
‘◎ ’ 表示。

類別: 1. 單一元素多值

2. 整組元素多值

3. 單一與整組元素多值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多值設計元素多值設計

3.1. 單一元素多值

◎其他品名

◎英文品名

中文品名品名

多值元素

「史博館玉石類典藏品

後設資料內涵分析報告書 2004/07/28」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多值設計元素多值設計

3.2. 整組元素多值

品名

◎類別品名

多值元素

故宮器物數位典藏子系統後設資料需求規格書
V1.1(2004/07/14故宮器物處回傳)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多值設計元素多值設計

3.2. 整組元素多值

更新時間

◎更新人更新紀錄

登錄時間

◎登錄人登錄紀錄

多值元素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台灣原住民文物

後設資料需求規格書V1.0 (2003/12/22)



一一. . 內涵分析內涵分析-- 元素多值設計元素多值設計
3.3. 單一與整組元素多值

◎

◎

◎

◎

Dates 時間

Type 類型

Place 地點

Name名稱Venue
場地

Sponsor 贊助者

Organizer 籌劃者

Curator 策展者

◎Title or Name 題名Exhibition/Loa
n History
展覽/借出史

MAAT建議多值元素

CDWA- 20.Exhibition/Loan History



二二. . 國際標準介紹暨比對國際標準介紹暨比對

目前國際上和博物館藝術品相關的後設資料標準有
CDWA (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VRA Core Categories、CIDOC Information 
Categories等，經過評估與考量，後設資料工作組建
議主題計畫採用CDWA標準。

原因: 
(1)  CDWA是針對描述藝術品而發展的標準

(2) 和其他的標準相較之下，CDWA所包含的元素層次較
豐富、涵蓋的層面也較廣

(3)  與故宮器物數位典藏計畫之需求符合

(4) 目前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相關博物館藝術類型計
畫，也多是採用此標準，為便於將來資訊作交換，建
議採用同一標準



二二. . 國際標準介紹暨比對國際標準介紹暨比對

2.1 CDWA(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藝術品描述類目

CDWA是由J. Paul Getty Trust下的Art 
Information Task Force (AITF)所發展的後設資
料，主要的描述目標為藝術品、建築、物件
群，其欄位的設計是希望可以滿足藝術史研究
的需求，提供給研究者一致、可信的內容，共
有27項類目-



二二. . 國際標準介紹暨比對國際標準介紹暨比對--
CDWACDWA

14.CREATION
創作

7.MEASUREMENTS
測量

13.CONSERVAION/TREATMENT 
HISTORY
保存/處理史

6.EDITION
版本

12.CONDITION/EXAMINATION 
HISTORY
現況/鑑定史

5.STATE
階段

11.INSCRIPTION/MARKS
題刻/標記

4.TITLE OR NAMES
題名

10.PHYSICAL DESCRIPTION
形式描述

3.ORIENTATION/ARRAGEMENT
方位/配置

9.FACTURE
製作手法

2.CLASSIFICATION
分類

8.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材質與技術

1.OBJECT/WORK
物件/作品



二二. . 國際標準介紹暨比對國際標準介紹暨比對

27.DESCRIPTIVE NOTE
描述註

26.CURRENT LOCATION
現藏地點

25.CATALOGING HISTORY
編目史

24.CRETICAL RESPONSES
批評性回應

23.RELATED TEXTURAL 
REFERENCES相關參考文獻

22.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相關視覺紀錄

21.RELATED WORK
相關作品

20.EXHIBITION/LOAN HISTORY
展覽/借出史

19.CONTEXT
時空背景

18.SUBJECT
主題

17.STYLES/PERIODS/GROUPS/MOVEME
NTS風格/時期/團體/運動

16.COPYRIGHT/RESTRICTIONS
版權/限制

15.OWNERSHIP/COLLECTING HISTORY
所有權/收藏歷史



二二. . 國際標準介紹暨比對國際標準介紹暨比對

「展覽資料庫」展覽時間－起

「展覽資料庫」展覽時間－迄

「展覽資料庫」展覽地點

「展覽資料庫」贊助者

「展覽資料庫」策展者

Dates 時間

Type 類型

Place 地點

Name名稱Venue
場地

Sponsor 贊助者

Organizer 籌劃者

Curator 策展者

「展覽資料庫」展覽名稱－中文

「展覽資料庫」展覽名稱－英文

Title or Name 題名Exhibition/
Loan 
History
展覽/借出
史

故宮元素CDWA元素

後設資料標準對照表



二二. . 國際標準介紹暨比對國際標準介紹暨比對
2.2 DC(Dublin Core) 都柏林核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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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5各元素: 

1.Title 2.Creator 3.Subject 4.Description 5.Publisher 6.Contributor 
7.Date 8.Type 9.Format 10.Identifier 11.Source 12.Language 
13.Relation 14.Coverage 15.Rights 

Dublin Core 目 前 為 數 位 典 藏 國 家 型 科 技 計 畫 聯 合 目 錄
http://catalog.ndap.org.tw/System/ 互通之主要依據。



三三..內涵分析完成後所產出文件內涵分析完成後所產出文件

1.分析完成定稿之後設資料工作表單01-12

2.後設資料國際標準對照表(CDWA 及 DC)

3.欄位調整之建議說明

(請見「習作.doc」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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