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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藏品單元(unit)層級關係圖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業機具陳列館

稻作耕種作業相關系列
(第㆒階段)

紡織作業
相關系列

漁撈作業
相關系列

A整㆞機具

B撥種機具

J選別機具

I加工機具

H碾米機具

G乾燥機具

F儲藏機具

E收穫機具

D灌溉機具

C病蟲害管
理機具

古農具1

多角度數位影像

農家生活器具
相關系列

相關照片/ 幻燈片

口述歷史紀錄
(影音、圖像、書面檔)

影像 / 動畫檔案

數位影像

L雜項機具

K搬運機具

重製

重製

數位影像

相關照片/幻燈片

口述歷史紀錄
(影音、圖像、書面檔)

影像 / 動畫檔案

數位影像

重製

重製

機構圖

相關文獻

相關文獻

古農具2

影像

器物

 

 
填表者：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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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藏品單元(unit)群組關係圖 

 群組關係 1：套件 
 範例：杵（H008~011）與臼（H012~015）、 

 
 
 
 
 
 
 
 
 

 Q：套件㆗如有多樣典藏品可組合㆒套件或缺個別典藏品之情形如何處理? 
 Ex.牛車輪、秧枷、秧披、秧標等 

 
 
填表者：                        填表日期：                     

套件 

個別典藏品 1 個別典藏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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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Metadata 藏品元素需求表單--器物 

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主要名稱 MainTitle 農具完整品名、正式名

稱、正式名稱、多數㆟稱

呼名稱 

㆗文書寫，只填寫㆒項

農名稱 

次要名稱 AlternativeTitles 副名稱，俗名、較少用之

名稱 

㆗文書寫，不限制填寫

名稱數量 

英文名稱 EnglishTitle 正式英文名稱 填寫該農具正式知英

文名稱 

名稱 

通用拼英 

Title 

CommoTite 通用翻譯名稱 著錄「主要名稱」欄位

之通用拼音翻譯 

登入號 AccessionNumber 紀錄該典藏品入藏序號 依照命名原則登入蒐

藏年份、批號、件號。

資料型態 DataType 登入該列(Excel)主要說

明層次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僅

資料庫着錄時需要填

寫，紀錄層次類別，主

要為分類用，同㆒層次

着錄於同㆒列，其於層

次資料不須着錄。 

器物典藏層次 ImplementAdministrativeLevels 

典藏品類型 ImplementCollectionType 說明典藏農具之類別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說

明該農具之典藏型態。 

ex. 實物（器物、文物）

/照片（影像） 

典藏品屬性 ImplementCollectionAttribute 註明農具為原始物件或

複製品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說

明該農具於陳列館蒐藏

品之原創性敘述。 

ex. 原件 / 重製 

藏品層次 Implement 

AggregationLevel 

註明農具之構成為單㆒

元件或多數零件所構成

之合集。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直

接紀錄單件或合集 

組件關係 

合集系列名稱 

Implement 

Component 

Implement 

AggregationName 

紀錄農具所屬合集名稱 藏品層次為”合集”才需

紀錄。以㆗文簡單扼要

說明合集名稱，或組件

集合起來之系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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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相關零件名稱  Implement 

PartName 

註明農具所屬合及內所

包函之內容 

藏品層次為”合集”才需

紀錄。以㆗文逐㆒列出

組合成全集時其它零件

名稱。 

典藏系列 Implement 

CollectionSeries 

典藏系列歸屬 

註明農具之典藏系列歸

屬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依

照陳列館數位典藏順序

歸類 

ex. 稻作耕種作業 / 漁

撈作業 / 紡織作業 /農

家生活器具 

典藏類別 Implement 

CollectionClassification 

農具所屬類別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第

㆒階段稻作機具系列共

從 A 整㆞機具到 L 雜項

機具為 12 大類。 

分類號 Implement 

ClassificationNumber 

填寫農具於陳列館之編

號 

即該農具於陳列館就有

代號，稻作相關系列共

分 為 大 寫 英 文 字 母

A~L12 類，後接㆔位阿

拉伯數字為命名原則之

件號註 1。 

連結因子 ImplementFactor 說明如何構成類似作品

之因子或條件 

以文字簡單敘述聯結關

係。 

ex. 同品名、相同用途 

類似藏品名稱 Implement 

CollectionName 

填寫農具主要名稱 著錄類事農具之主要名

稱 

類似作品 

類似藏品數量 

Implement 

Similar 

Implement 

Quantity 

同㆒主要名稱之總件數 著錄類似藏品同㆒連結

因子之數量 

日期 Implement 

AcquiredDate 

農具入藏日期 該農具入藏陳列館之日

期，以西曆紀錄：年/月

/日，阿拉伯數字填入

yyyy/mm/dd 

經辦㆟ Implement 

Middleman 

農具入藏經辦㆟ 農具移交負責㆟㆗文姓

名 

入藏 

取得方式 

Implement 

Acquisition 

Implement 

AcquireMethod 

農具取得方式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陳

列館取得該農具之方式

記錄，共分為購買 / 捐

贈 / 寄存 / 其它㆕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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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提供者 Implement 

Contributor 

農具捐贈者或單位 農具取得方式如為”捐

贈”，則紀錄其捐贈者㆗

文姓名或單位，其間不

加註稱謂。 

寄存者 Implement 

Depositor 

農具寄放者或單位 典 藏 品 若 僅 供 短 期 展

示，紀錄該農具擁有者

㆗文姓名不加稱謂。 

 

購置價格 

 

ImplementCost 農具當時購入價格 典藏品入藏陳列館方式

若為購置方式，則紀錄

農具當時購入價格，以

當時新台幣值為準。 

ex. 10 圓 

材質 ImplementMeterial 農具主要材質 說明農具構成材質及對

照 部 位 。 不 限 著 錄 數

量。 

ex. 柄-木或竹 

犂頭-舊犂頭(鑄鐵) 

其他-木 

起 ImplementBegin 農具發明年

代範圍之起

始年 

發明時代 

迄 

Implement 

DeviseDate 

ImplementEnd 農具發明年

代範圍之終

止年 

西曆方式為主：年/月/日，阿拉伯數

字 yyyy/mm/dd，若無完整日期，可

僅填入年份或年份/月份。若有紀元

前年代，在最後標註 B.C.；若有跨

紀元則再附註 A.D.；另有㆗曆表示

年代表示，於轉換西曆後附註說明。

例 1. 起 1955 / 09 / 06 

例 2. 起 1910，迄 1911 

例 3. 起 206 B.C.，迄 24 A.D.（西漢）

例 4. 起 457 B.C.，迄 221B.C.（戰

國） 

原始㆞ ImplementOriginCountry 農 具 最 早 淵 源 、 發 源

㆞、出現㆞區；或農具

為當㆞最多使用之㆞區 

紀錄該農具最早可考證

之發源㆞或最多數使用

者 之 ㆞ 區 。 著 錄 ㆒ ㆞

名，不用加註時間。 

相關民族別 ImplementRelativeEthnicGroup 農具原始㆞所包函之民

族別 

依㆟類學主題小組定義

之民族稱謂說明農具相

關民族別，僅著錄民族

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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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使用場合 ImplementUseOccasions 農具作業環境 以文字敘述該農具㆒般

使用場合與用途，多半

為描述㆒動作過程或常

使用時期。 

操作㆟力 ImplementOperatingSstaff 農具工作時所需㆟力 說明該農具動作所需最

少動力來源。 

使用季節 ImplementSeson 適合農具工作之季節 農具適用之季節，文字

輸入，可以所包函之月

份或季節表示。 

使用壽命 ImplementServiceLife 農具㆒般壽命 正常使用㆘之壽命，可

以大約之年限說明。需

註明單位。另外亦可以

說明保養條件㆘之適用

壽命。 

ex.常修理齒可用約 10

年 

使用方法 ImplementOperationMethod 使用工作方式 詳細以文字說明農具工

作時操作方法。 

作業能力 ImplementWorkAbility 農具㆒般每㆝之工作量 紀錄農具之工作能力，

包函數值以及單位內容 

發展歷史 ImplementDevelopinghistory 簡述農具之發展歷史背

景及演變過程及特殊功

用 

以文字詳細說明 

備註 ImplementRemarks   

展示層次 ExhibitAdministrativeLevels 

陳列狀態 Display State 註明農具當時陳列狀況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 

ex. 庫存 or 展示 

庫房儲存區位 Display 

StoreHouseLcation 

註明農具陳列位置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內

容包含樓層及區位 

展品狀況 

保存情形 

Display 

Condition 

Display Situation 說明農具本身現況情形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包

含㆕種內容，如良好/破

損/送修/鏽蝕 

展示空間尺

寸 

長 ExhibitExhibit 

Dimension 

ExhibitLength 農具最小立方體總長 測量紀錄該農具存放空

間所需之最小長度，單

位統㆒為公分。 

ex. 1250 cm 



                                         
空白表單                                                          後設資料需求表單第㆔版 

 2-7 
 

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寬 ExhibitWidth 農具最小立方體總寬 測量紀錄該農具存放空

間所需之最小寬度，單

位統㆒為公分。 

ex. 1250 cm 

高 ExhibitHigh 農具最小立方體總高 測量紀錄該農具存放空

間所需之最小高度，單

位統㆒為公分。 

ex. 1250 cm 

重量 ExhibitWeigth 農具重量 實際測量該農具之重量

值，單位統㆒為公斤。 

ex. 50 ㎏ 

 

其它 

 

Exhibit 

OtherDimension 

其它能描述農具之主要

尺寸之數值與單位 

詳細說明特殊之尺寸數

值與單位，必要時將測

量部位做㆒說明。 

ex. 直徑 100 ㎝ 

備註 ExhibitRemarks   

相關文獻層次（整組多值）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資料類型 ReferenceDocumentType 紀錄該筆文獻刊載型態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 

ex. 期刊  / 論文  / 書

籍 / 機關團體出版品 /

網路資料 

作者 ReferenceAuthor 文獻作者、編者姓名 著錄㆗文全名，可為多

值 

譯者 ReferenceTranslator 文獻翻譯㆟員 著錄㆗文全名，可為多

值 

出版時間 ReferencePublishTime 書籍出版時間及版次，

或為期刊及網路㆖發表

年代 

書籍部份包含時間及版

次兩部份 

篇名/題名 ReferenceTitle 紀錄該文獻之標題，例

如 期 刊 篇 名 、 論 文 篇

名、書刊名 

依文獻內容完整填寫 

系列/刊名 ReferenceSource 記錄期刊名稱、刊物名

稱，或圖書之叢書系列

名。 

依文獻內容完整填寫 

期數�卷數�頁碼 ReferenceVolumeAndPages 期刊之發行卷數、期數

及書目頁次。 

依照期數、卷數、頁碼

依序填寫。期數僅以數

值註明，接著卷數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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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括號註明，而頁數於㆒

冒號之後，頁數範圍以

橫短槓著錄。 

ex.  46（4）：17-24 

出版㆞ ReferencePublishLocation 出版㆞點或為期刊論文

發表城市 

文字著錄國家及城市 

出版社 ReferencePublisher 出版社名稱或為網路㆖

發表之機構單位，或是

博碩士論文之授予學位

的學校系所或研究單位

機構名稱 

文字著錄出版者或機關

團體全名 

瀏覽日期 ReferenceGlanceDate 網路瀏覽日期 網路資料參觀日期，以

西曆紀錄：年/月/日，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網站名稱 ReferenceWebsiteName 網站首頁名稱 文字說明網站主要名稱 

網址 ReferenceURL 網頁連結路徑 填寫至參考頁之連結路

徑 

相關族群 ReferenceRelativeEthnicGroup 該筆文獻的內容所涉及

的相關族群 

依照㆟類學主題小組族

群別進行填寫 

使用語言 ReferenceLanguage 著錄該文獻書寫所使用

的主要語言 

以文字說明 

使用權限 ReferenceAccessRestrictions 該筆文獻開放的限制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共

分為㆔類：㆒般使用者

/ 專業研究㆟員 / 系統

管理與規劃建置工作者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日期 RepeatDate 農具影像重製日期 以西曆紀錄：年/月/日，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重製拍攝㆞點 RepeatRecordLocality 影像重製㆞點 詳細紀錄拍攝㆞點 

重製拍攝者 RepeatRecorder 影像重製工作負責㆟ 拍攝該批影像之負責㆟ 

色彩管理 色票型號 Repeat 

ColorManaging 

Repeat 

SwatchesType 

比對顏色所用色票之廠

牌型號 

紀錄色票製造廠商名稱

與該色票型號，如國外

製造㆒併填寫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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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色票編號 Repeat 

SwatchesNumber 

該農具比對顏色之標準

色票編號 

紀錄比對編號，依照色

票㆗之編號直接著錄，

英文大小寫固定。 

 

色票比對部位 

 

Repeat 

ContrastRegion 

該農具色票比對部位 簡單扼要說明色票比對

時之農具部位。 

背景材質 RepeatBackdrop 影像重製使用之背景顏

色與材質 

說明背景顏色及布料材

質 

影像目的 RepeatObjective 說明影像角色目的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 

ex.實際影像/網路縮圖/

展示圖/聯合目錄 

檔案名稱 RepeatFileName 重製影像檔案名稱 依照命名原則著錄注 1 

攝製角度 RepeatPosition 重製影像拍攝角度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 

ex.前視圖/後視圖/左視

圖/右視圖/俯視圖/立體

視圖 

影像後製者 RepeatWorker 農具拍攝後處理工作者 「影像目的」欄為”網路

縮圖/展示圖/聯合目錄”

㆔者才須填寫 

檔案格式 RepeatFormat 圖片圖檔案類型 著錄圖檔之副檔名 

影像解析度 RepeatDotPerInch 圖檔的解像能力 圖檔㆗每英吋所表達的

像素點數，單位多以列

印 所 表 示 之 ”dpi” 最 常

用，實際㆖英文縮寫則

為 Pixel per Inch（ppi）。

著錄時將以 dpi 表示。 

ex. 實際影像為 300 dpi 

影像色階 RepeatColorDepth 圖檔位元深度 掃瞄器的辨色能力，其

單位是以位元(bit)來表

示 

ex. 8bit、24bit 

影像大小 RepeatImageSize 圖檔的維度 直接著錄 ”數值×數值”

形式，內容填寫”寬×高”

ex.480×640，單位為像

素值 

影像內容 

檔案大小 

RepeatImage 

Subject 

RepeatFileSize 該圖檔容量大小 著錄圖檔存檔所需容量

為多少 KB 或多少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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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壓縮比 RepeatCompression 
Ratio 

紀錄圖檔之壓縮比 其值將依「影像目的」

而有所不同 

ex. 實際影像為 1:1 

檔案位置 RepeatStore 
Location 

重製影像檔案存放位置 詳細說明該影像檔存放

位 置 ， 敘 述 有 ㆒ 定 層

次：儲藏室或區位、防

潮櫃號、收藏光碟整理

袋編號等 

使用權限 RepeatAccess 
Restrictions 

該農具圖檔開放的限制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共

分為㆔類：㆒般使用者

/ 專業研究㆟員 / 系統

管理與規劃建置工作者 

 

最後修改日期 

 

RepeatReviseDate 
Finally 

紀 錄 該 圖 檔 最 後 修 改

(後製)日期 

以西曆紀錄：年/月/日，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備註 RepeatRemarks   

機構圖層次 DrawingAdministrativeLevels 

檔案名稱 DesignFileName 機構圖數位檔案名稱 依照機構圖命名原則著

錄 

檔案格式 DesignFormat 機構圖檔案格式 著錄機構圖檔之副檔名 

檔案大小 DesignFileSize 填寫該圖檔容量大小 以數值著錄圖檔存檔所

需容量為多少 KB 或多

少 MB，單位必填。 

繪製者 Draftsman 著錄其繪製作者 著錄繪製者㆗文姓名 

繪製軟體 DesignSoftware 填寫繪製機構製圖使軟

體 

詳細填寫繪製所使用之

軟體及版本 

繪製日期 DesignDate 填寫製圖日期 以西曆紀錄：年/月/日，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比例 DesignScale 機構圖繪製比例 以數值說明機構圖繪製

之比例。 ex. 1：10  

投影 DesignProjection 立體視圖投影角度 說明機構圖㆗立體視圖

之表示之角法 

ex. 第㆔角法 

單位 DesignUnit 註明繪圖時所使用之單 直接著錄單位內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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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位 為配合繪製比例使用之

單位 

ex. ㎝ 

檔案位置 DesignStoreLocation 機構圖檔存放位置 詳細說明該機構圖存放

位 置 ， 敘 述 有 ㆒ 定 層

次：儲藏室或區位、防

潮櫃號、光碟整理袋編

號等 

使用權限 DesignAccessRestrictions 該農具圖檔開放的限制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共

分為㆔類：㆒般使用者

/ 專業研究㆟員 / 系統

管理與規劃建置工作者 

備註 DesignRemark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多值）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檔案類型 PhotographFileType 說明檔案類型之區別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 

ex. 幻燈片 / 照片 

存放位置 PhotographStoreLocation 幻燈片或照片原存位置 詳細說明該幻燈片或照

片存放位置，敘述有㆒

定 層 次 ： 儲 藏 室 或 區

位、防潮櫃號、收藏本

編號等 

內容描述 PhotographSubjectDescribe 幻燈片內容描述 詳細描述幻燈片或照片

除主要顯示該農具之外

之內容，如照片拍攝㆞

點時間、相關㆟物、民

族別、照片影像呈現之

動作內容等。 

影像目的 Photograph 

Objective 

說明影像角色目的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 

ex.實際影像/網路縮圖/

展示圖/聯合目錄 

影像數位化

重製 

 

檔案名稱 

Photograph 

ImageSubject 

Photograph 

FileName 

幻燈片重製後數位檔案

名稱 

依照幻燈片重製影像檔

案之命名原則進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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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影像解析度 Photograph 

DotPerInch 

圖檔的解像能力 圖檔㆗每英吋所表達的

像素點數，單位多以列

印 所 表 示 之 ”dpi” 最 常

用，實際㆖英文縮寫則

為 Pixel per Inch（ppi）。

著錄時將以 dpi 表示。 

ex. 實際影像為 300 dpi 

影像色階 Photograph 

ColorDepth 

圖檔位元深度 掃瞄器的辨色能力，其

單位是以位元(bit)來表

示 

ex. 8bit、24bit 

影像大小 Photograph 

ImageSize 

幻燈片數位化圖檔維度 直接著錄 ”數值×數值”

形式，內容填寫”寬×高”

ex.480×640，單位為像

素值 

檔案大小 Photograph 

FileSize 

幻燈片數位化圖檔容量 以數值著錄圖檔存檔所

需容量為多少 KB 或多

少 MB，單位必填。 

壓縮比 Photograph 
CompressionRatio 

紀錄圖檔之壓縮比 其值將依「影像目的」

而有所不同 

ex. 實際影像為 1:1 

重製工作者 PhotographWoeker 重製幻燈片之工作者 以㆗文姓名填寫 

重製日期 Photograph 

WorkDate 

重製時間日期 以西曆紀錄：年/月/日，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影像後製者 PhotographWorker 農具拍攝後處理工作者 「影像目的」欄為”網路

縮圖/展示圖/聯合目錄”

㆔者才須填寫 

 

檔案位置 

 

Photograph 

StoreLocation 

重製圖檔存放位置 詳細說明該重製影像存

放位置，敘述有㆒定層

次：儲藏室或區位、防

潮櫃號、光碟整理袋編

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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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使用權限 Photograph 

AccessRestrictions 

該農具圖檔開放的限制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共

分為㆔類：㆒般使用者

/ 專業研究㆟員 / 系統

管理與規劃建置工作者 

 

最後修改日期 

 

Photograph 

ReviseDateFinally 

紀 錄 該 圖 檔 最 後 修 改

(後製)日期 

以西曆紀錄：年/月/日，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備註 PhotographRemark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姓名 InterviewName 訪談對象㆗文姓名 著錄㆗文全名 

年齡 InterviewAge 訪談對象年齡 以數值著錄訪談當時年

齡 

職業 Interview 

Occupation 

訪談對象從事職業 著錄訪談對象主要從事

之行業 

訪談對象 

聯絡方式 

InterviewObject 

InterviewTelephone 紀錄聯絡電話 數值呈現，不限定種類

格式 

訪談日期 InterviewDate 紀錄訪談之日期 以西曆紀錄：年/月/日，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訪談㆞點 InterviewPlace 紀錄訪談㆞點 以㆗文描述訪談㆞點所

屬區域即可 

訪談㆟員 InterviewWorker 訪談工作成員 紀錄實際參與訪談工作

㆟員㆗文全名 

訪談紀錄者 InterviewRecorder 訪談時紀錄及後續資料

整理工作者 

以㆗文全名著錄 

書面檔案名稱 InterviewWritingFileName 著錄訪談文字紀錄檔案

名稱 

依命名方式編排 

訪談內容綱要 InterviewEmphasis 紀錄訪談內容 詳細填寫訪談內容，如

發明原由、改進過程、

材料及外型演變過程、

推廣情形等 

影像內容 影像目的 Interview 

ImageSubject 

Interview 

Objective 

說明重製影像角色目的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 

ex.實際影像/網路縮圖/

展示圖/聯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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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內容描述 Interview 
SubjectDescribe 

簡述該張影像呈獻之主

旨 

僅影像目的㆗「實際影

像」需要著錄，以㆗文

敘述該張影像主要表達

之事物內容，如物件、

動作等 

檔案名稱 Interview 

FileName 

訪談重點照片數位檔案

名稱 

依口述數位化案之命名

原則進行填寫 

影像解析度 Interview 

DotPerInch 

圖檔的解像能力 圖檔㆗每英吋所表達的

像素點數，單位多以列

印 所 表 示 之 ”dpi” 最 常

用，實際㆖英文縮寫則

為 Pixel per Inch（ppi）。

著錄時將以 dpi 表示。 

ex. 實際影像為 300 dpi 

影像色階 Interview 

ColorDepth 

數位化圖檔位元深度 掃瞄器的辨色能力，其

單位是以位元(bit)來表

示 

ex. 8bit、24bit 

影像大小 Interview 

ImageSize 

數位化圖檔維度 直接著錄 ”數值×數值”

形式，內容填寫”寬×高”

ex.480×640，單位為像

素值 

檔案大小 Interview 

FileSize 

數位化檔案容量 以數值著錄圖檔存檔所

需容量為多少 KB 或多

少 MB，單位必填。 

壓縮比 Interview 
CompressionRatio 

紀錄圖檔之壓縮比 其值將依「影像目的」

而有所不同 

ex. 實際影像為 1:1 

影像後製者 InterviewWorker 農具拍攝後處理工作者 「影像目的」欄為”網路

縮圖/展示圖/聯合目錄”

㆔者才須填寫 

 

檔案位置 

 

Interview 

StoreLocation 

該影像檔存放位置 詳細說明該影像檔案存

放位置，敘述有㆒定層

次：儲藏室或區位、防

潮櫃號、光碟整理袋編

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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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使用權限 Interview 

AccessRestrictions 

該訪談圖檔資料開放的

限制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共

分為㆔類：㆒般使用者

/ 專業研究㆟員 / 系統

管理與規劃建置工作者 

 

最後修改日期 

 

Interview 

ReviseDateFinally 

紀 錄 該 圖 檔 最 後 修 改

(後製)日期 

以西曆紀錄：年/月/日，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檔案名稱 Interview 
MovieName 

訪談影片數位檔案名稱 依口述數位化檔案之命

名原則進行填寫 

格式 Interview 

MovieFormat 

影片存檔格式 紀錄影片之副檔名 

影片長度 Interview 

MovieLength 

註名影片播放總長度 以時間長度說明，著錄

阿拉伯數值以  ” 時：

分：秒 ” 方式依序填寫

影片檔案大小 Interview 

MovieFileSize 

填寫影片容量大小 以數值著錄影片存檔所

需容量為多少 KB 或多

少 MB，單位必填。 

畫面大小 Interview 

FrameSize 

填寫影片撥放時螢幕呈

獻大小 

以數值紀錄 

 

影片內容描述 InterviewMovie 

Describe 

簡述影片重點內容（口

述訪談重點內容） 

以㆗文描述影片大綱 

檔案位置 InterviewMovie 

StoreLocation 

該影片檔案存放位置 詳細說明該影片檔案存

放位置，敘述有㆒定層

次：儲藏室或區位、防

潮櫃號、光碟整理袋編

號等 

影片 

使用權限 

Interview 

MovieSubject 

InterviewMovie 

AccessRestrictions 

該訪談錄影資料開放的

限制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共

分為㆔類：㆒般使用者

/ 專業研究㆟員 / 系統

管理與規劃建置工作者 

檔案名稱 Interview 

SoundName 

訪談錄音資料數位檔案

名稱 

依口述數位化檔案之命

名原則進行填寫 

錄音筆 

檔案格式 

Interview 

Sounder 

Interview 

SoundFormat 

錄音存檔格式 著錄錄音檔案之副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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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檔案大小 Interview 

SoundFileSize 

錄音資料容量 以數值著錄影片存檔所

需容量為多少 KB 或多

少 MB，單位必填。 

錄製長度 Interview 

SoundLength  

錄音檔案總時間 以時間長度說明，著錄

阿拉伯數值以  ” 時：

分：秒 ” 方式依序填寫

錄製內容描述 InterviewSound 

Describe 

簡錄音重點內容（口述

訪談重點內容） 

以㆗文描述錄音大綱 

檔案位置 InterviewSound 

StoreLocation 

錄音檔案存放位置 詳細說明該錄音檔案存

放位置，敘述有㆒定層

次：儲藏室或區位、防

潮櫃號、光碟整理袋編

號等 

 

使用權限 

 

InterviewSound 

AccessRestrictions 

該訪談錄音資料開放的

限制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共

分為㆔類：㆒般使用者

/ 專業研究㆟員 / 系統

管理與規劃建置工作者 

備註 InterviewRemarks   

動畫/影片檔案層次（多值）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檔案類型 VideoFileType 說明檔案類型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 

ex. 影片 / 動畫 

檔案名稱 VideoFileName 農具動畫模擬或影片之

檔案名稱 

依檔案之命名原則進行

填寫 

檔案格式 VideoFormat 農具動畫模擬或影片之

檔案典藏格式 

著錄檔案副檔名，以便

使用者正確選擇撥放軟

體 

檔案大小 VideoFileSize 動畫檔案所需電腦容量 以數值著錄影片存檔所

需容量為多少 KB 或多

少 MB，單位必填。 

生產日期 VideoMakeDate 紀錄動畫製作完成或影

片拍攝日期 

以 西 曆 紀 錄 ： 年 / 月 /

日，阿拉伯數字填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檔案描述 VideoFileDescribe 動畫呈現內容 以㆗文描述動畫主旨，

以及其表達動作之內

容。 

檔案位置 VideoStoreLocation 動畫檔案存放位置 詳細說明該動畫檔案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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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放位置，敘述有㆒定層

次：儲藏室或區位、防

潮櫃號、光碟整理袋編

號等 

製作軟體 VideoSoftware 製作動畫使用之軟體 著錄軟體名稱與版本 

製作者 VideoWorker 紀錄動畫製作㆟ 以㆗文姓名填寫 

動畫 

格式 

Video 

Animation 

VideoMovieFormat 影片存檔格式 紀錄影片之副檔名 

影片長度 VideoMovieLength 註名影片播放總長度 以時間長度說明，著錄

阿拉伯數值以 ” 時：

分：秒 ” 方式依序填寫

影片 

畫面大小 

VideoMovie 

VideoFrameSize 填寫影片撥放時螢幕呈

獻大小 

以數值紀錄 

 

使用權限 VideoAccessRestrictions 該農具動畫資料開放的

限制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共

分為㆔類：㆒般使用者

/ 專業研究㆟員  / 系

統管理與規劃建置工作

者 

備註 VideoRemarks   

 
 
填表者：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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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Metadata 藏品元素需求表單--影像 

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主要名稱 MainTitle 農具完整品名、正式名稱、

正式名稱、多數㆟稱呼名稱 

㆗文書寫，只填寫㆒項農

名稱 

次要名稱 AlternativeTitles 副名稱，俗名、較少用之名

稱 
㆗文書寫，不限制填寫名

稱數量 
英文名稱 EnglishTitle 正式英文名稱 填寫該農具正式知英文

名稱 

照片相關農

具名稱 

通用拼英 

Relative 

Implement 

Title 

CommoTite 通用翻譯名稱 著錄「主要名稱」欄位之

通用拼音翻譯 
登入號 AccessionNumber 紀錄該典藏品入藏序號 依照命名原則登入蒐藏

年份、批號、件號。 

資料型態 DataType 登入該列(Excel)主要說明

層次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僅資

料庫着錄時需要填寫，紀

錄層次類別，主要為分類

用，同㆒層次着錄於同㆒

列，其於層次資料不須着

錄。 

影像典藏層次 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典藏品類型 ImageCollectionType 說明典藏農具之類別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說明

該農具之典藏型態。 

ex. 實物（器物、文物）/

照片（影像） 

典藏品屬性 ImageCollectionAttribute 註明農具為原始物件或複

製品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說明

該農具於陳列館蒐藏品

之原創性敘述。 

ex. 原件 / 重製 

典藏系列 ImageCollectionSeries 典藏系列歸屬 

註明農具之典藏系列歸屬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依照

陳列館數位典藏順序歸

類 

ex. 稻作耕種作業  / 漁

撈作業 / 紡織作業 /農

家生活器具 

典藏類別 ImageCollectionClassification 農具所屬類別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第㆒

階段稻作機具系列共從

A 整㆞機具到L 雜項機具

為 12 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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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分類號 ImageClassificationNumber 填寫農具於陳列館之編號 即該農具於陳列館就有

代號，稻作相關系列共分

為大寫英文字母 A~L12

類，後接㆔位阿拉伯數字

為命名原則之件號註 1。 

影像標題 ImageCaption 紀錄影像原著標題 以文字著錄 

敘述主旨 ImageDescribeGist 照片內容描述 詳細描述照片除主要顯

示該農具之外之內容，如

照片拍攝㆞點時間、相關

㆟物、民族別、照影像呈

現之動作內容等。 

拍攝日期 ImageRecordTime 考證紀錄拍攝日期 考 證 照 拍 拍 攝 當 時 日

期，當以西曆紀錄：年/

月/日，阿拉伯數字填入

yyyy/mm/dd 

拍攝㆞點 ImageRecordPlace 紀錄拍攝㆞點 考證拍設之㆞點，直接文

字紀錄，以現今行政區劃

標示 

拍攝者 ImageRecorder 紀錄影像拍攝工作者 ㆗文全名紀錄 

相關民族別 ImageRelativeEthnicGroup 農具原始㆞所包函之民族

別 

依㆟類學主題小組定義

之民族稱謂說明農具相

關民族別，僅著錄民族稱

謂。 

照片尺寸 Image 

PhotoDimension 

填寫照片尺寸 以數值填入照片尺寸，單

位為公吋。. 

ex.  3×5 、 4×6 

影像尺寸 

其它（多值） 

Image 

Dimension 

Image 

OtherDimension 

其它能描述農具之主要尺

寸之數值與單位 

詳細說明特殊之尺寸數

值與單位，必要時將測量

部位做㆒說明。 

ex. 直徑 100 ㎝ 

日期 Image 

Acquired Date 

農具入藏日期 該農具入藏陳列館之日

期，以西曆紀錄：年/月/

日 ，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入藏 

經辦㆟ 

Image 

Acquisition 

ImageMiddleman 農具入藏經辦㆟ 農具移交負責㆟㆗文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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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取得方式 Image 

AcquireMethod 

農具取得方式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陳列

館取得該農具之方式記

錄，共分為購買 / 捐贈 /

寄存 / 其它㆕類。 

提供者 

（多值） 

Image 

Contributor 

農具捐贈者或單位 農 具 取 得 方 式 如 為 ” 捐

贈”，則紀錄其捐贈者㆗

文姓名或單位，其間不加

註稱謂。 

寄存者 

（多值） 

ImageDepositor 農具寄放者或單位 典 藏 品 若 僅 供 短 期 展

示，紀錄該農具擁有者㆗

文姓名不加稱謂。 

 

購置價格 

 

ImageCost 農具當時購入價格 典藏品入藏陳列館方式

若為購置方式，則紀錄農

具當時購入價格，以當時

新台幣值為準。 

ex. 10 圓 

陳列狀態 ImageState 註明農具當時陳列狀況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 

ex. 庫存 or 展示 

庫房儲存區位 ImageStoreHouse 

Location 

註明農具陳列位置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內容

包含樓層及區位 

展品狀況 

保存情形 

Image 

Condition 

 

ImageSituation 說明農具本身現況情形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包含

㆕種內容，如良好/破損/

送修/鏽蝕 

相關農具層次 RelativeImplementAdministrativeLevels 

連結因子 ImplementFactor 說明如何構成類似作品之

因子或條件 

以文字簡單敘述聯結關

係。 

ex. 同品名、相同用途 

類似藏品名稱 Implement 

CollectionName 

填寫農具主要名稱 著錄類事農具之主要名

稱 

類似作品 

（整組多值） 

類似藏品數量 

Implement 

Similar 

Implement 

Quantity 

同㆒主要名稱之總件數 著錄類似藏品同㆒連結

因子之數量之數量 

材質 

（多值） 

ImplementMeterial 農具主要材質 說明農具構成材質及對

照部位。不限著錄數量。

ex. 柄-木或竹 

犂頭-舊犂頭(鑄鐵) 

其他-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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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起 ImplementBegin 農 具 發 明 年

代 範 圍 之 起

始年 

發明時代 

迄 

Implement 

DeviseDate 

ImplementEnd 農 具 發 明 年

代 範 圍 之 終

止年 

西曆方式為主：年/月/日，阿拉伯數字

yyyy/mm/dd，若無完整日期，可僅填入

年份或年份/月份。若有紀元前年代，在

最後標註 B.C.；若有跨紀元則再附註

A.D.；另有㆗曆表示年代表示，於轉換

西曆後附註說明。 

例 1. 起 1955 / 09 / 06 

例 2. 起 1910，迄 1911 

例 3. 起 206 B.C.，迄 24 A.D.（西漢）

例 4. 起 457 B.C.，迄 221B.C.（戰國）

原始㆞ ImplementOriginCountry 農具最早淵源、發源㆞、出

現㆞區；或農具為當㆞最多

使用之㆞區 

紀錄該農具最早可考證

之發源㆞或最多數使用

者之㆞區。著錄㆒㆞名，

不用加註時間。 

相關民族別 

（多值） 

ImplementRelativeEthnicGroup 農具原始㆞所包函之民族

別 

依㆟類學主題小組定義

之民族稱謂說明農具相

關民族別，僅著錄民族稱

謂。 

使用場合 ImplementOccasions 農具作業環境 以文字敘述該農具㆒般

使用場合與用途，多半為

描述㆒動作過程或常使

用時期。 

操作㆟力 ImplementOperatingStaff 農具工作時所需㆟力 說明該農具動作所需最

少動力來源。 

使用季節 ImplementSeson 適合農具工作之季節 農具適用之季節，文字輸

入，可以所包函之月份或

季節表示。 

使用壽命 ImplementServiceLife 農具㆒般壽命 正常使用㆘之壽命，可以

大約之年限說明。需註明

單位。另外亦可以說明保

養條件㆘之適用壽命。 

ex.常修理齒可用約 10 年

使用方法 ImplementOperationMethod 使用工作方式 詳細以文字說明農具工

作時操作方法。 

做業能力 ImplementWorkAbility 農具㆒般每㆝之工作量 紀錄農具之工作能力，包

函數值以及單位內容 

發展歷史 ImplementDevelopinghistory 簡述農具之發展歷史背景 以文字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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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及演變過程及特殊功用 

備註 ImplementRemarks   

相關文獻層次（整組多值）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資料類型 ReferenceDocumentType 紀錄該筆文獻刊載型態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 

ex. 期刊 / 論文 / 書籍

/ 機關團體出版品 / 網

路資料 

作者（多值） ReferenceAuthor 文獻作者、編者姓名 著錄㆗文全名，可為多值

譯者（多值） ReferenceTranslator 文獻翻譯㆟員 著錄㆗文全名，可為多值

出版時間 ReferencePublishTime 書籍出版時間及版次，或為

期刊及網路㆖發表年代 

書籍部份包含時間及版

次兩部份 

篇名/題名 ReferenceTitle 紀錄該文獻之標題，例如期

刊篇名、論文篇名、書刊名 

依文獻內容完整填寫 

系列/刊名 ReferenceSource 記錄期刊名稱、刊物名稱，

或圖書之叢書系列名。 

依文獻內容完整填寫 

期數�卷數�頁碼 ReferenceVolumeAndPages 期刊之發行卷數、期數及書

目頁次。 

依照期數、卷數、頁碼依

序填寫。期數僅以數值註

明，接著卷數以小括號註

明，而頁數於㆒冒號之

後，頁數範圍以橫短槓著

錄。 

ex.  46（4）：17-24 

出版㆞ ReferencePublish Location 出版㆞點或為期刊論文發

表城市 

文字著錄國家及城市 

出版社 ReferencePublisher 出版社名稱或為網路㆖發

表之機構單位，或是博碩士

論文之授予學位的學校系

所或研究單位機構名稱 

文字著錄出版者或機關

團體全名 

瀏覽日期 ReferenceGlanceDate 網路瀏覽日期 網路資料參觀日期，以西

曆紀錄：年/月/日，阿拉

伯數字填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網站名稱 ReferenceWebsiteName 網站首頁名稱 文字說明網站主要名稱 

網址 ReferenceURL 網頁連結路徑 填寫至參考頁之連結路

徑 

相關族群 ReferenceRelativeEthnicGroup 該筆文獻的內容所涉及的

相關族群 

依照㆟類學主題小組族

群別進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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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使用語言 ReferenceLanguage 著錄該文獻書寫所使用的

主要語言 

以文字說明 

使用權限 ReferenceAccessRestrictions 該筆文獻開放的限制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共分

為㆔類：㆒般使用者  /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

理與規劃建置工作者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工作日期 RepeatDate 農具影像重製日期 以西曆紀錄：年/月/日，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工作㆞點 RepeatRecordLocality 影像重製㆞點 詳細紀錄拍攝㆞點 

工作者 RepeatRecorder 影像重製工作負責㆟ 拍攝該批影像之負責㆟ 

影像目的 RepeatObjective 說明影像角色目的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 

ex.實際影像 /網路縮圖 /

展示圖/聯合目錄 

檔案名稱 RepeatFileName 重製影像檔案名稱 依照命名原則著錄注 1 

影像後製者 RepeatWorker 農具拍攝後處理工作者 「影像目的」欄為”網路

縮圖/展示圖/聯合目錄”

㆔者才須填寫 

檔案格式 RepeatFormat 圖片圖檔案類型 著錄圖檔之副檔名 

影像解析度 RepeatDotPerInch 圖檔的解像能力 圖檔㆗每英吋所表達的

像素點數，單位多以列印

所表示之”dpi”最常用，實

際㆖英文縮寫則為 Pixel

per Inch（ppi）。著錄時將

以 dpi 表示。 

ex. 實際影像為 300 dpi 

影像色階 RepeatColorDepth 圖檔位元深度 掃瞄器的辨色能力，其單

位是以位元(bit)來表示 

ex. 8bit、24bit 

影像大小 RepeatImageSize 圖檔的維度 直接著錄 ”數值×數值”

形式，內容填寫”寬×高” 

ex.480×640，單位為像素

值 

影像內容 

（整組多值） 

檔案大小 

RepeatImage 

Subject 

RepeatFileSize 該圖檔容量大小 著錄圖檔存檔所需容量

為多少 KB 或多少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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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壓縮比 Repeat 
Compression Ratio 

紀錄圖檔之壓縮比 其值將依「影像目的」而

有所不同 

ex. 實際影像為 1:1 

檔案位置 RepeatStore 
Location 

重製影像檔案存放位置 詳細說明該影像檔存放

位置，敘述有㆒定層次：

儲藏室或區位、防潮櫃

號、收藏光碟整理袋編號

等 

使用權限 RepeatAccess 
Restrictions 

該農具圖檔開放的限制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共分

為㆔類：㆒般使用者  /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

理與規劃建置工作者 

 

最後修改日期 

 

 
RepeatReviseDate 
Finally 

紀錄該圖檔最後修改(後製)

日期 

以西曆紀錄：年/月/日，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備註 RepeatRemark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多值）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檔案類型 PhotographFileType 說明檔案類型之區別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 

ex. 幻燈片 / 照片 

存放位置 PhotographStoreLocation 幻燈片或照片原存位置 詳細說明該幻燈片或照

片存放位置，敘述有㆒定

層次：儲藏室或區位、防

潮櫃號、收藏本編號等 

內容描述 PhotographSubjectDescribe 幻燈片內容描述 詳細描述幻燈片或照片

除主要顯示該農具之外

之內容，如照片拍攝㆞點

時間、相關㆟物、民族

別、照影像呈現之動作內

容等。 

影像目的 Photograph 

Objective 
說明影像角色目的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 

ex.實際影像 /網路縮圖 /

展示圖/聯合目錄 

影像數位化

重製 

（整組多值） 

檔案名稱 

Photograph 

ImageSubject 

Photograph 

FileName 

幻燈片重製後數位檔案名

稱 

依照幻燈片重製影像檔

案之命名原則進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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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影像解析度 Photograph 

DotPerInch 

圖檔的解像能力 圖檔㆗每英吋所表達的

像素點數，單位多以列印

所表示之”dpi”最常用，實

際㆖英文縮寫則為 Pixel

per Inch（ppi）。著錄時將

以 dpi 表示。 

ex. 實際影像為 300 dpi 

影像色階 Photograph 

ColorDepth 

圖檔位元深度 掃瞄器的辨色能力，其單

位是以位元(bit)來表示 

ex. 8bit、24bit 

影像大小 Photograph 

ImageSize 

幻燈片數位化圖檔維度 直接著錄 ”數值×數值”

形式，內容填寫”寬×高” 

ex.480×640，單位為像素

值 

檔案大小 Photograph 

FileSize 

幻燈片數位化圖檔容量 以數值著錄圖檔存檔所

需容量為多少 KB 或多少

MB，單位必填。 

壓縮比 Photograph 
CompressionRatio 

紀錄圖檔之壓縮比 其值將依「影像目的」而

有所不同 

ex. 實際影像為 1:1 

重製工作者 PhotographWoeker 重製幻燈片之工作者 以㆗文姓名填寫 

重製日期 Photograph 

WorkDate 

重製時間日期 以西曆紀錄：年/月/日，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影像後製者 PhotographWorker 農具拍攝後處理工作者 「影像目的」欄為”網路

縮圖/展示圖/聯合目錄”

㆔者才須填寫 

檔案位置 Photograph 

StoreLocation 

重製圖檔存放位置 詳細說明該重製影像存

放位置，敘述有㆒定層

次：儲藏室或區位、防潮

櫃號、光碟整理袋編號等

 

使用權限 

 

Photograph 

AccessRestrictions 

該農具圖檔開放的限制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共分

為㆔類：㆒般使用者  /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

理與規劃建置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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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最後修改日期  Photograph 

ReviseDateFinally 

紀錄該圖檔最後修改(後製)

日期 

以西曆紀錄：年/月/日，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備註 PhotographRemark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姓名 InterviewName 訪談對象㆗文姓名 著錄㆗文全名 

年齡 InterviewAge 訪談對象年齡 以數值著錄訪談當時年

齡 

職業 Interview 

Occupation 

訪談對象從事職業 著錄訪談對象主要從事

之行業 

訪談對象 

聯絡方式 

Interview 

Object 

Interview 

Telephone 

紀錄聯絡電話 數值呈現，不限定種類格

式 

訪談日期 InterviewDate 紀錄訪談之日期 以西曆紀錄：年/月/日，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訪談㆞點 InterviewPlace 紀錄訪談㆞點 以㆗文描述訪談㆞點所

屬區域即可 

訪談㆟員（多值） InterviewWorker 訪談工作成員 紀錄實際參與訪談工作

㆟員㆗文全名 

訪談紀錄者 InterviewRecorder 訪談時紀錄及後續資料整

理工作者 

以㆗文全名著錄 

書面檔案名稱 InterviewWritingFileName 著錄訪談文字紀錄檔案名

稱 

依命名方式編排 

訪談內容綱要 InterviewEmphasis 紀錄訪談內容 詳細填寫訪談內容，如發

明原由、改進過程、材料

及外型演變過程、推廣情

形等 

影像目的 Interview 

Objective 

說明重製影像角色目的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 

ex.實際影像 /網路縮圖 /

展示圖/聯合目錄 

影像 

（整組多值） 

影像內容描述 

Interview 

ImageSubject 

Interview 
SubjectDescribe 

簡述該張影像呈獻之主旨 僅影像目的㆗「實際影

像」需要著錄，以㆗文敘

述該張影像主要表達之

事物內容，如物件、動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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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檔案名稱 Interview 

FileName 

訪談重點照片數位檔案名

稱 

依口述數位化案之命名

原則進行填寫 

影像解析度 Interview 

DotPerInch 

圖檔的解像能力 圖檔㆗每英吋所表達的

像素點數，單位多以列印

所表示之”dpi”最常用，實

際㆖英文縮寫則為 Pixel

per Inch（ppi）。著錄時將

以 dpi 表示。 

ex. 實際影像為 300 dpi 

影像色階 Interview 

ColorDepth 

數位化圖檔位元深度 掃瞄器的辨色能力，其單

位是以位元(bit)來表示 

ex. 8bit、24bit 

影像大小 Interview 

ImageSize 

數位化圖檔維度 直接著錄 ”數值×數值”

形式，內容填寫”寬×高” 

ex.480×640，單位為像素

值 

檔案大小 Interview 

FileSize 

數位化檔案容量 以數值著錄圖檔存檔所

需容量為多少 KB 或多少

MB，單位必填。 

壓縮比 Interview 
Compression Ratio 

紀錄圖檔之壓縮比 其值將依「影像目的」而

有所不同 

ex. 實際影像為 1:1 

影像後製者 Interview 
CompressionRatio 

農具拍攝後處理工作者 「影像目的」欄為”網路

縮圖/展示圖/聯合目錄”

㆔者才須填寫 

檔案位置 Interview 

StoreLocation 

該影像檔存放位置 詳細說明該影像檔案存

放位置，敘述有㆒定層

次：儲藏室或區位、防潮

櫃號、光碟整理袋編號等

使用權限 Interview 

AccessRestrictions 

該訪談圖檔資料開放的限

制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共分

為㆔類：㆒般使用者  /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

理與規劃建置工作者 

 

最後修改日期 

 

Interview 

ReviseDateFinally 

紀錄該圖檔最後修改(後製)

日期 

以西曆紀錄：年/月/日，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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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檔案名稱 Interview 
MovieName 

訪談影片數位檔案名稱 依口述數位化檔案之命

名原則進行填寫 

格式 Interview 

MovieFormat 

影片存檔格式 紀錄影片之副檔名 

影片長度 Interview 

MovieLength 

註名影片播放總長度 以時間長度說明，著錄阿

拉伯數值以 ” 時：分：

秒 ” 方式依序填寫 

影片檔案大小 Interview 

MovieFileSize 

填寫影片容量大小 以數值著錄影片存檔所

需容量為多少 KB 或多少

MB，單位必填。 

畫面大小 Interview 

FrameSize 

填寫影片撥放時螢幕呈獻

大小 

以數值紀錄 

 

影片內容描述 InterviewMovie 

Describe 

簡述影片重點內容（口述訪

談重點內容） 

以㆗文描述影片大綱 

檔案位置 InterviewMovie 

StoreLocation 

該影片檔案存放位置 詳細說明該影片檔案存

放位置，敘述有㆒定層

次：儲藏室或區位、防潮

櫃號、光碟整理袋編號等

影片 

使用權限 

Interview 

MovieSubject 

InterviewMovie 

AccessRestrictions 

該訪談錄影資料開放的限

制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共分

為㆔類：㆒般使用者  /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

理與規劃建置工作者 

檔案名稱 Interview 

SoundName 

訪談錄音資料數位檔案名

稱 

依口述數位化檔案之命

名原則進行填寫 

檔案格式 Interview 

SoundFormat 

錄音存檔格式 著錄錄音檔案之副檔名 

檔案大小 Interview 

SoundFileSize 

錄音資料容量 以數值著錄影片存檔所

需容量為多少 KB 或多少

MB，單位必填。 

錄製長度 Interview 

SoundLength 

錄音檔案總時間 以時間長度說明，著錄阿

拉伯數值以 ” 時：分：

秒 ” 方式依序填寫 

錄音筆 

錄製內容描述 

Interview 

Sounder 

InterviewSound 

Describe 

簡錄音重點內容（口述訪談

重點內容） 

以㆗文描述錄音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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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檔案位置 InterviewSound 

StoreLocation 

錄音檔案存放位置 詳細說明該錄音檔案存

放位置，敘述有㆒定層

次：儲藏室或區位、防潮

櫃號、光碟整理袋編號等

 

使用權限 

 

InterviewSound 

AccessRestrictions 

該訪談錄音資料開放的限

制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共分

為㆔類：㆒般使用者  /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

理與規劃建置工作者 

備註 InterviewRemarks   

動畫暨影片檔案層次（多值）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檔案類型 VideoFileType 說明檔案類型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 

ex. 影片 / 動畫 

檔案名稱 VideoFileName 農具動畫模擬或影片之檔

案名稱 

依檔案之命名原則進行

填寫 

檔案格式 VideoFormat 農具動畫模擬或影片之檔

案典藏格式 

著錄檔案副檔名，以便使

用者正確選擇撥放軟體 

檔案大小 VideoFileSize 動畫檔案所需電腦容量 以數值著錄影片存檔所

需容量為多少 KB 或多少

MB，單位必填。 

生產日期 VideoMakeDate 紀錄動畫製作完成或影片

拍攝日期 

以西曆紀錄：年/月/日，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入

yyyy/mm/dd 

ex. 2004/09/05 

檔案描述 VideoFileDescribe 動畫呈現內容 以㆗文描述動畫主旨，以

及其表達動作之內容。 

檔案位置 VideoStoreLocation 動畫檔案存放位置 詳細說明該動畫檔案存

放位置，敘述有㆒定層

次：儲藏室或區位、防潮

櫃號、光碟整理袋編號等

製作軟體 VideoSoftware 製作動畫使用之軟體 著錄軟體名稱與版本 

製作者 VideoWorker 紀錄動畫製作㆟ 以㆗文姓名填寫 

動畫 

格式 VideoMovieFormat 影片存檔格式 紀錄影片之副檔名 

影片長度 VideoMovieLength 註名影片播放總長度 以時間長度說明，著錄阿

拉伯數值以 ” 時：分：

秒 ” 方式依序填寫 

影片 

畫面大小 VideoFrameSize 填寫影片撥放時螢幕呈獻

大小 

以數值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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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使用權限 VideoAccessRestrictions 該農具動畫資料開放的限

制 

著錄時選填代碼表，共分

為㆔類：㆒般使用者  /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

理與規劃建置工作者 

備註 Video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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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Metadata 元素代碼表單（器物） 

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代碼 

資料型態 器物典藏層次 / 展示層次 / 相關文獻層次 /重製影像層次 
/ 機構圖層次 / 相關幻燈片_照片層次 / 口述歷史紀錄層

次 / 動畫_影片檔案層次 
器物典藏層次 

典藏品類型 實物 / 照片 

典藏品屬性 原件 / 重製 

典藏系列 稻作耕種作業 / 漁撈作業 / 紡織作業 /農家生活器具 

典藏類別 A整㆞機具 / B撥種機具 / C病蟲害管理機具 / D灌溉機具 /

E收穫機具 / F儲藏機具 / G乾燥機具 / H碾米機具 / I加工

機具 / J選別機具 / K搬運機具 / L雜項機具 

入藏 取得方式 購買 / 捐贈 / 寄存 / 其他 

展示層次 

陳列狀態 展示 / 庫藏 

庫房儲存區位 3F 整㆞機具展示區 / 3F 種植機具展示區 / 3F 病蟲害防治

機具展示區 / 3F 灌溉機具展示區 / 3F 收穫貯藏機具展示區

/ 3F 調製加工展示區 / 3F 搬運機具展示區 / 3F 編織機具展

示區 / 3F 台灣農業發展史展示區 / 3F 24 節氣展示區展示

區 / 3F 農業時空文化走廊道 / 3F 展示品儲藏室 / 4F 典藏

品臨時展示區 / 農家生活機具展示區 

展品狀況 

保存情形 良好 / 破損 / 維修 / 鏽蝕 / 腐化 

相關文獻層次（整組多值） 

資料類型 期刊 / 論文 / 書籍 / 機關團體出版品 / 網路資料 

使用權限（共㆔類） ㆒般使用者（㆞方文史工作者、鄉土教學老師、國㆗小學

生、農機相關廠商）/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

置者 

重製影像層次 

攝製角度 前視圖 / 後視圖 / 左視圖 / 右視圖 / 俯視圖 /  

立體視圖 

影像目的 實際影像 / 網路縮圖 / 展示圖 / 聯合目錄 

影像內容 

使用權限（共㆔類） ㆒般使用者（㆞方文史工作者、鄉土教學老師、國㆗小學

生、農機相關廠商）/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

置者 

機構圖層次 

使用權限 ㆒般使用者/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置者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檔案類型 幻燈片 /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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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代碼 

影像目的 實際影像 / 網路縮圖 / 展示圖 / 聯合目錄 影像數位化重製 

使用權限 ㆒般使用者/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置者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影像目的 實際影像 / 網路縮圖 / 展示圖 / 聯合目錄 影像 

使用權限 ㆒般使用者/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置者 

影片 使用權限 ㆒般使用者/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置者 

錄音筆 使用權限 ㆒般使用者/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置者 

相關動畫/影片檔案層次 

檔案類型 影片 / 動畫 

使用權限 ㆒般使用者/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置者 

 

05 Metadata 元素代碼表單（影像） 

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代碼 

資料型態 影像典藏層次 / 相關農具層次 / 相關文獻層次 / 重製影像

層次 / 相關幻燈片_照片層次 /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 動畫_
影片檔案層次 

影像典藏層次 

典藏品類型 實物 / 照片 

典藏品屬性 原件 / 重製 

典藏系列 稻作耕種作業 / 漁撈作業 / 紡織作業 /農家生活器具 

典藏類別  

入藏 取得方式 購買 / 捐贈 / 寄存 / 其他 

陳列狀態 展示 / 庫藏 

庫房儲存區位 3F 整㆞機具展示區 / 3F 種植機具展示區 / 3F 病蟲害防治

機具展示區 / 3F 灌溉機具展示區 / 3F 收穫貯藏機具展示區

/ 3F 調製加工展示區 / 3F 搬運機具展示區 / 3F 編織機具展

示區 / 3F 台灣農業發展史展示區 / 3F 24 節氣展示區展示

區 / 3F 農業時空文化走廊道 / 3F 展示品儲藏室 / 4F 典藏

品臨時展示區 / 農家生活機具展示區 

展品狀況 

保存情形 良好 / 破損 / 維修 / 鏽蝕 / 腐化 

相關文獻層次（整組多值） 

資料類型 期刊 / 論文 / 書籍 / 機關團體出版品 / 網路資料 

使用權限 ㆒般使用者（㆞方文史工作者、鄉土教學老師、國㆗小學

生、農機相關廠商）/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

置者 

重製影像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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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代碼 

影像目的 實際影像 / 網路縮圖 / 展示圖 / 聯合目錄 

使用權限 ㆒般使用者（㆞方文史工作者、鄉土教學老師、國㆗小學

生、農機相關廠商）/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

置者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檔案類型 幻燈片 / 照片 

影像目的 實際影像 / 網路縮圖 / 展示圖 / 聯合目錄 影像數位化重製 

使用權限 ㆒般使用者/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置者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影像目的 實際影像 / 網路縮圖 / 展示圖 / 聯合目錄 影像 

使用權限 ㆒般使用者/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置者 

影片 使用權限 ㆒般使用者/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置者 

錄音筆 使用權限 ㆒般使用者/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置者 

相關動畫/影片檔案層次  

檔案類型 影片 / 動畫 

使用權限 ㆒般使用者/ 專業研究㆟員 /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置者 

 
 
填表者：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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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Metadata 著錄範例表單--器物 

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實例 

主要名稱 龍骨水車 

次要名稱 翻車、拔車 

英文名稱  

名稱 

通用拼英  

登入號 1998001092 

資料型態  

器物典藏層次 
典藏品類型 實物 

典藏品屬性 原件 

藏品層次 合集 

合集系列名稱 龍骨水車 

組件關係 

相關零件名稱 踏板、轉軸、葉片、護蓋 

典藏系列 稻作耕種作業 

典藏類別 D 灌溉機具 

分類號 D001 

連結因子 同品名 

類似藏品名稱 龍骨水車 

類似作品 

（整組多值） 

類似藏品數量 2 

日期 1998/11/28 

經辦㆟ 吳義生 

取得方式 購買 

提供者  

寄存者  

入藏 

購置價格 4000 圓 

材質 木材 

起 220 發明時代 

迄 1980 

原始㆞ ㆔國時期魏國扶風(今陝西興平)㆟馬鈞發明 

相關民族別  

使用場合 河岸、池塘 

操作㆟力 1~4 ㆟ 

使用季節 全年均可 

使用壽命 10 年以㆖ 

使用方法 多㆟同時用腳踏動，水自河㆗刮起，經由槽內，流至

田㆗。如欲灌溉至較高處，則需用㆓車或㆔車，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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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實例 

引㆖之。 
做業能力 只要有水流動即可日夜使用 

發展歷史 ㆔國時期，農田灌溉工具效率不高，特別在㆒些㆞勢

高的坡㆞引水灌溉很困難。在馬鈞的住房旁邊，有㆒

塊比較高的荒坡㆞沒有開墾，他仔細研究了附近的水

源，設計了㆒種新的提水工具，這就是翻車，也就是

後來的龍骨水車。 
備註  

展示層次 

陳列狀態 展示 

庫房儲存區位 3F 灌溉機具展示區 
展品狀況 

保存情形 良好 

長 2430 

寬 310 

高 445 

重量  

展示空間尺寸 

其它  

備註  

相關文獻層次（整組多值） 

資料類型 書籍 

作者 簡榮聰 

譯者  

出版時間 1992 

篇名/題名 台灣傳統農村生活與文物 

系列/刊名  

期數�卷數�頁碼 45-47 頁 

出版㆞ 南投市 

出版社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瀏覽日期 2004/09/10 

網站名稱  

網址  

相關族群  

使用語言 繁體㆗文 

使用權限  

重製影像層次 

拍攝日期 2004/09/06 

拍攝㆞點 陳列館貯藏室 

拍攝者 林暄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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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實例 

色票型號  

色票編號 g06 

色彩管理 

色票比對部位 側板 

背景材質 黑色棉布 

影像目的 實際影像 

檔案名稱 NPUST-1998001001-0001-01-R.tif 

攝製角度 前視圖 

影像後製者 黃富星 

檔案格式 tif 

影像解析度 300 dpi 

影像色階 24 bit 

影像大小 3000×2000，600 萬畫素 

檔案大小 35 MB 

壓縮比 1：1 

檔案位置  

使用權限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置者 

影像內容 

（整組多值） 

最後修改日期 2004/09/06 

備註  

機構圖層次 

檔案名稱  

檔案格式 dwg 

檔案大小 203 KB 

繪製者 陳晃彰 

繪製軟體 AutoCAD 2005 ㆗文版 

繪製日期 2004/09/05 

比例 1：10 

投影 第㆔視角 

單位 ㎝ 

檔案位置  

使用權限 系統管理與規劃建置者 

備註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多值） 

檔案類型  

存放位置  

內容描述  

影像數位化重製 影像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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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實例 

檔案名稱  

影像解析度  

影像色階  

影像大小  

檔案大小  

壓縮比  

重製工作者  

重製日期  

影像後製者  

檔案位置  

使用權限  

（整組多值） 

最後修改日期  

備註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姓名  

年齡  

職業  

訪談對象 

聯絡方式  

訪談日期  

訪談㆞點  

訪談㆟員  

訪談紀錄者  

書面檔案名稱  

訪談內容綱要  

影像目的  

內容描述  

檔案名稱  

影像解析度  

影像色階  

影像大小  

檔案大小  

壓縮比  

影像後製者  

檔案位置  

使用權限  

影像內容 

（整組多值） 

最後修改日期  



                                         
空白表單                                                          後設資料需求表單第㆔版 

 2-38 
 

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實例 

檔案名稱  

格式  

影片長度  

影片檔案大小  

畫面大小  

影片內容描述  

檔案位置  

影片 

使用權限  

檔案名稱  

檔案格式  

檔案大小  

錄製長度  

錄製內容描述  

檔案位置  

錄音筆 

使用權限  

備註  

動畫/影片檔案層次（多值） 

檔案類型  

檔案名稱  

檔案格式  

檔案大小  

生產日期  

檔案描述  

檔案位置  

製作軟體  

製作者  

格式  

影片長度  

動畫 

畫面大小  

使用權限  

備註  

 
     填表者：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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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Metadata 著錄範例表單--影像 

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實例 

主要名稱 蕃薯簽機 

次要名稱 手動式機 

英文名稱  

照片相關農具名稱 

通用拼英  

登入號 1998001176 

資料型態  

照片（影像）層次 

典藏品類型 影像 

典藏品屬性 原件 

典藏系列 稻作耕種作業 

典藏類別 I 加工機具 

分類號 I008 

影像標題  

敘述主旨  

拍攝日期  

拍攝㆞點  

拍攝者  

相關民族別  

照片尺寸  影像尺寸 

其它  

日期 1998/11/28 

經辦㆟ 吳義生 

取得方式 購買 

提供者 徐義助 

寄存者  

入藏 

購置價格 250 圓 

陳列狀態  

庫房儲存區位  

展品狀況 

保存情形  

相關農具層次 

連結因子  

類似藏品名稱  

類似作品 

（整組多值） 

類似藏品數量  

材質 木材、鐵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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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實例 

起  發明時代 

迄  

原始㆞ ㆗國 

相關民族別  

使用場合 挫簽時 

操作㆟力 1 ㆟ 

使用季節 全年均可使用 

使用壽命 20 年 

使用方法 將蕃薯倒入漏斗㆗，然後開啟電源，經轉盤切割後

的蕃薯即成蕃薯簽 

做業能力 約 300 ㎏/hr 

發展歷史 由早期由㆟力製簽，演變由馬達代替㆟力蕃薯製簽

機，不但節省了許多㆟力，更節省了許多時間。 

備註  

相關文獻層次（整組多值） 

資料類型 網路資料 

作者 竹灣國小 

譯者  

出版時間  

篇名/題名  

系列/刊名  

期數�卷數�頁碼  

出版㆞  

出版社  

瀏覽日期 2004/09/12 

網站名稱 澎湖縣竹灣國小 

網址 http://www.cwps.phc.edu.tw/data/e2/e24/4-1.html 

相關族群  

使用語言 ㆗文 

使用權限  

重製影像層次 

工作日期  

工作㆞點  

工作者  

影像目的  影像內容 

（整組多值） 檔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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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實例 

影像後製者  

檔案格式  

影像解析度  

影像色階  

影像大小  

檔案大小  

壓縮比  

檔案位置  

使用權限  

最後修改日期  

 

註解  

備註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多值） 

檔案類型  

存放位置  

內容描述  

影像目的  

檔案名稱  

影像解析度  

影像色階  

影像大小  

檔案大小  

壓縮比  

重製工作者  

重製日期  

影像後製者  

檔案位置  

使用權限  

影像數位化重製 

（整組多值） 

最後修改日期  

備註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姓名  

年齡  

職業  

訪談對象 

聯絡方式  

訪談日期  



                                         
空白表單                                                          後設資料需求表單第㆔版 

 2-42 
 

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實例 

訪談㆞點  

訪談㆟員  

訪談紀錄者  

書面檔案名稱  

訪談內容綱要  

影像內容描述  

影像目的  

檔案名稱  

影像解析度  

影像色階  

影像大小  

檔案大小  

壓縮比  

影像後製者  

檔案位置  

使用權限  

影像 

（整組多值） 

最後修改日期  

檔案名稱  

格式  

影片長度  

影片檔案大小  

畫面大小  

影片內容描述  

檔案位置  

影片 

使用權限  

檔案名稱  

檔案格式  

檔案大小  

錄製長度  

錄製內容描述  

檔案位置  

錄音筆 

使用權限  

備註  

動畫暨影片檔案層次（多值） 

檔案類型  

檔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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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實例 

檔案格式  

檔案大小  

生產日期  

檔案描述  

檔案位置  

製作軟體  

製作者  

格式  

影片長度  

動畫 

畫面大小  

使用權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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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1 器物 

器

物

名稱
Title

登入號
AccessionNumber

資料型態
DataType

主要名稱
MainTitle

次要名稱
AlternativeTitles

英文名稱
EnglishTitle

通用拼英
CommoTite

器物典藏層次
ImplementAdministrativeLevels

展示層次
Exhibit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

AdministrativeLevels

機構圖層次
Drawing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Photograph

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影片檔案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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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2 器物_器物典藏層次 

器

物

器物典藏層次
ImplementAdministrativeLevels

展示層次
Exhibit 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機構圖層次
Drawing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影片檔案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典藏品屬性
Implement

CollectionAttribute

典藏品類型
ImplementCollectionType

組件關係
Implement Component

藏品層次
Implement

AggregationLevel

合集系列名稱
Implement

AggregationName

相關零件名稱
Implement
PartName

典藏系列
Implement

CollectionSeries

典藏類別
Implement

CollectionClassification

分類號
Implement

ClassificationNumbe

類似作品
Implement Similar

入藏
Implement
Acquisition

材質
Implement Meterial

發明時代
Implement DeviseDate

連結因子
Implement Factor

類似藏品名稱
Implement

CollectionName

類似藏品數量
Implement Quantity

日期
Implement AcquiredDate

經辦㆟
Implement Middleman

取得方式
Implement

AcquireMethod

提供者
Implement Contributor

寄存者
Implement Depositor

購置價格
ImplementCost

起
ImplementBegin

迄
ImplementEnd

相關民族別
Implement

RelativeEthnicGroup

原始㆞
Implement OriginCountry

操作㆟力
Implement

OperatingSstaff

使用場合
Implement UseOccasions

使用季節
ImplementSeson

使用壽命
ImplementServiceLife

使用方法
ImplementOperationMeth

od

做業能力
ImplementWorkAbility

發展歷史
ImplementDevelopinghist

ory

備註
Implement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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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3 器物_展示層次 

器
物

器物典藏層次
ImplementAdministrativeLevels

展示層次
Exhibit 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機構圖層次
Drawing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影片檔案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展品狀況
Display Condition

陳列狀態
Display State

庫房儲存區位
Display StoreHouseLcation

保存情形
Display Situation

展示空間尺寸
ExhibitExhibit

Dimension

長
ExhibitLength

寬
ExhibitWidth

高
ExhibitHigh

重量
ExhibitWeigth

其它
ExhibitOtherDimension

備註
ExhibitRemark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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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4 器物_相關文獻層次 

器

物

器物典藏層次
ImplementAdministrativeLevels

展示層次
Exhibit 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

ls

機構圖層次
Drawing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影片檔案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資料類型
ReferenceDocumentType

作者
ReferenceAuthor

譯者
ReferenceTranslator

出版時間
ReferencePublishTime

篇名/題名
ReferenceTitle

系列/刊名
ReferenceSource

期數╱卷數╱頁碼
ReferenceVolumeAndPag

es

出版㆞
ReferencePublishLocation

出版社
ReferencePublisher

瀏覽日期
ReferenceGlanceDate

網站名稱
ReferenceWebsiteName

網址
ReferenceURL

相關族群
ReferenceRelativeEthnic

Group

使用語言
ReferenceLanguage

使用權限
ReferenceAccessRestricti

ons

文獻
Link

文獻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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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5 器物_重製影像層次 

器

物

器物典藏層次
ImplementAdministrativeLevels

展示層次
Exhibit 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機構圖層次
Drawing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影片檔案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日期
RepeatDate

重製拍攝㆞點
RepeatRecordLocality

重製拍攝者
RepeatRecorder

色彩管理
Repeat

ColorManaging

背景材質
RepeatBackdrop

影像內容
RepeatImage Subject

備註
RepeatRemarks

影像目的
RepeatObjective

檔案名稱
RepeatFileName

攝製角度
RepeatPosition

影像後製者
RepeatWorker

檔案格式
RepeatFormat

影像解析度
RepeatDotPerInch

影像色階
RepeatColorDepth

影像大小
RepeatImageSize

檔案大小
RepeatFileSize

壓縮比
RepeatCompression Ratio

檔案位置
RepeatStore

Location

使用權限
RepeatAccess
Restrictions

最後修改日期
RepeatReviseDate

Finally

色票型號
Repeat

SwatchesType

色票編號
Repeat

SwatchesNumber

色票比對部位
Repeat

ContrastRegion

影
像
檔

Link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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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6 器物_機構圖層次 

器

物

器物典藏層次
ImplementAdministrativeLevels

展示層次
Exhibit 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機構圖層次
Drawing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影片檔案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檔案名稱
DesignFileName

檔案格式
DesignFormat

檔案大小
DesignFileSize

繪製者
Draftsman

繪製軟體
DesignSoftware

繪製日期
DesignScale

比例
DesignProjection

投影
DesignUnit

單位
DesignUnit

檔案位置
DesignStoreLocation

使用權限
DesignAccessRestrictions

備註
DesignRemarks

機構圖檔

Link

 



                                         
空白表單                                                          後設資料需求表單第㆔版 

 2-50 
 

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7 器物_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器

物

器物典藏層次
ImplementAdministrativeLevels

展示層次
Exhibit 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機構圖層次
Drawing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影片檔案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檔案類型
PhotographFileType

存放位置
PhotographStoreLocation

內容描述
Photograph

SubjectDescribe

影像數位化重製
Photograph ImageSubjec

備註
RepeatRemarks

影像目的
RepeatObjective

檔案名稱
RepeatFileName

影像解析度
PhotographDotPerInch

影像色階
Photograph
ColorDepth

影像大小
Photograph
ImageSize

檔案大小
PhotographFileSize

壓縮比
Photograph

CompressionRatio

重製工作者
PhotographWoeker

重製日期
Photograph
WorkDate

影像後製者
PhotographWorker

檔案位置
RepeatStoreLocation

使用權限
RepeatAccess
Restrictions

最後修改日期
RepeatReviseDateFinally

重
製
影
像
檔

Link

 



                                         
空白表單                                                          後設資料需求表單第㆔版 

 2-51 
 

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8 器物_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器

物

器物典藏層次
ImplementAdministrativeLevels

展示層次
Exhibit 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機構圖層次
Drawing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影片檔案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訪談對象
InterviewObject

訪談日期
InterviewDate

訪談紀錄者
InterviewRecorder

影像內容
Interview ImageSubject

備註
RepeatRemarks

影像目的
RepeatObjective

檔案名稱
RepeatFileName

影像解析度
Photograph DotPerInch

影像色階
Photograph ColorDepth

影像大小
Photograph ImageSize

檔案大小
Photograph FileSize

壓縮比
Photograph CompressionRatio

重製工作者
PhotographWoeker

重製日期
Photograph WorkDate

影像後製者
PhotographWorker

檔案位置
RepeatStore Location

使用權限
RepeatAccessRestrictions

檔案名稱
Interview MovieName

姓名
InterviewName

年齡
InterviewAge

職業
Interview Occupation

聯絡方式
InterviewTelephone

訪談㆟員
InterviewWorke

訪談㆞點
InterviewPlace

訪談內容綱要
InterviewEmphasis

書面檔案名稱
Interview 

WritingFileName

格式
Interview MovieFormat

影片長度
InterviewMovieLength

影片檔案大小
Interview MovieFileSize

畫面大小
Interview FrameSize

影片內容描述
InterviewMovie Describe

檔案位置
InterviewMovie StoreLocation

使用權限
RepeatAccessRestrictions

檔案名稱
Interview SoundName

檔案格式
InterviewSoundFormat

檔案大小
Photograph FileSize

錄製長度
InterviewSoundLength

錄製內容描述
InterviewSound Describe

檔案位置
RepeatStore Location

影片
InterviewMovieSubject

錄音筆
Interview Sounder

內容描述
Interview SubjectDescrib

影
像
檔

影
片
檔

聲
音
檔

Link

Link

Link

 



                                         
空白表單                                                          後設資料需求表單第㆔版 

 2-52 
 

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9 器物_動畫影片檔案層次 

器

物

器物典藏層次
ImplementAdministrativeLevels

展示層次
Exhibit 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機構圖層次
Drawing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影片檔案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檔案類型
VideoFileType

檔案名稱
VideoFileName

生產日期
VideoMakeDate

動畫
VideoAnimation

備註
RepeatRemarks

使用權限
RepeatAccess Restrictions

製作軟體
VideoSoftware

製作者
VideoWorke

格式
VideoMovieFormat

檔案大小
VideoFileSize

檔案格式
VideoFormat

檔案位置
VideoStoreLocation

檔案描述
VideoFileDescribe

影片
VideoMovie

影片長度
VideoMovieLength

畫面大小
VideoFrameSize

檔案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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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1 影像 

影
像

照片相關農具名稱
Relative

Implement Title

登入號
AccessionNumber

資料型態
DataType

主要名稱
MainTitle

次要名稱
AlternativeTitles

英文名稱
EnglishTitle

通用拼英
CommoTite

影像典藏層次
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農具層次
RelativeImplement

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暨影片檔案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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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2 影像_影像典藏層次 

典藏品屬性
Image

CollectionAttribute

典藏品類型
ImageCollectionType

典藏系列
ImageCollectionSeries

典藏類別
Image

CollectionClassification

分類號
Image

ClassificationNumbe

影像標題
ImageCaption

入藏
ImageAcquisition

拍攝日期
ImageRecordTime

拍攝㆞點
ImageRecordPlace

日期
ImageAcquiredDate

經辦㆟
ImageMiddleman

取得方式
ImageAcquireMethod

提供者
ImageContributor

寄存者
ImageDepositor

購置價格
ImageCost

相關民族別
Image

RelativeEthnicGroup

拍攝者
ImageRecorder

陳列狀態
ImageState

影像尺寸
ImageDimension

庫房儲存區位
ImageStoreHouseLocation

保存情形
ImageSituation

敘述主旨
ImageDescribeGist

展品狀況
ImageCondition

照片尺寸
ImagePhotoDimension

其它
ImageOtherDimension

影
像

影像典藏層次
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農具層次
RelativeImplement

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 /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 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暨影片檔案 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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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3 影像_相關農具層次 

備註
ImplementRemarks

類似作品
Implement Similar

材質
Implement Meterial

發明時代
Implement DeviseDate

連結因子
Implement Factor

類似藏品名稱
Implement

CollectionName

類似藏品數量
Implement Quantity

起
ImplementBegin

迄
ImplementEnd

相關民族別
Implement

RelativeEthnicGroup

原始㆞
Implement OriginCountry

操作㆟力
Implement OperatingSstaff

使用場合
Implement UseOccasions

使用季節
ImplementSeson

使用壽命
ImplementServiceLife

使用方法
ImplementOperationMethod

做業能力
ImplementWorkAbility

發展歷史
ImplementDevelopinghistory

影
像

影像典藏層次
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農具層次
RelativeImplement

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 /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 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暨影片檔案 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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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4 影像_相關文獻層次 

資料類型
ReferenceDocumentType

作者
ReferenceAuthor

譯者
ReferenceTranslator

出版時間
ReferencePublishTime

系列/刊名
ReferenceSource

期數╱卷數╱頁碼
ReferenceVolumeAndPages

出版㆞
ReferencePublishLocation

出版社
ReferencePublisher

瀏覽日期
ReferenceGlanceDate

網站名稱
ReferenceWebsiteName

網址
ReferenceURL

相關族群
Reference

RelativeEthnicGroup

使用語言
ReferenceLanguage

使用權限
Reference

AccessRestrictions

影
像

影像典藏層次
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農具層次
RelativeImplement

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暨影片檔案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篇名/題名
ReferenceTitle 文獻Link

文獻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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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5 影像_重製影像層次 

工作日期
RepeatDate

工作㆞點
RepeatRecordLocality

工作者
RepeatRecorder

影像內容
RepeatImage Subject

備註
RepeatRemarks

影像目的
RepeatObjective

檔案名稱
RepeatFileName

影像後製者
RepeatWorker

檔案格式
RepeatFormat

影像解析度
RepeatDotPerInch

影像色階
RepeatColorDepth

影像大小
RepeatImageSize

檔案大小
RepeatFileSize

壓縮比
RepeatCompression Ratio

檔案位置
RepeatStoreLocation

使用權限
RepeatAccessRestrictions

最後修改日期
RepeatReviseDate

Finally

影
像

影像典藏層次
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農具層次
RelativeImplement

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暨影片檔案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影
像
檔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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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6 影像_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Link

檔案類型
PhotographFileType

存放位置
PhotographStoreLocation

內容描述
PhotographSubjectDescribe

影像數位化重製
Photograph ImageSubjec

備註
RepeatRemarks

影像目的
RepeatObjective

檔案名稱
RepeatFileName

影像解析度
PhotographDotPerInch

影像色階
PhotographColorDepth

影像大小
PhotographImageSize

檔案大小
PhotographFileSize

壓縮比
Photograph

CompressionRatio

重製工作者
PhotographWoeker

重製日期
Photograph
WorkDate

影像後製者
PhotographWorker

檔案位置
RepeatStore

Location

使用權限
RepeatAccessRestrictions

最後修改日期
RepeatReviseDateFinally

影

像

影像典藏層次
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農具層次
RelativeImplement

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暨影片檔案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影
像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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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7 影像_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訪談日期
InterviewDate

訪談紀錄者
InterviewRecorder

影像
Interview ImageSubject

備註
RepeatRemarks

影像目的
InterviewObjective

檔案名稱
InterviewFileName

影像解析度
InterviewDotPerInch

影像色階
InterviewColorDepth

影像大小
InterviewImageSize

檔案大小
InterviewImageSize

壓縮比
InterviewCompression Ratio

影像後製者
PhotographWorker

檔案位置
RepeatStore Location

使用權限
RepeatAccessRestrictions

檔案名稱
Interview MovieName

姓名
InterviewName

年齡
InterviewAge

職業
Interview Occupation

聯絡方式
InterviewTelephone

訪談㆟員
InterviewWorke

訪談㆞點
InterviewPlace

訪談內容綱要
InterviewEmphasis

書面檔案名稱
Interview 

WritingFileName

格式
Interview MovieFormat

影片長度
InterviewMovieLength

影片檔案大小
Interview MovieFileSize

畫面大小
Interview FrameSize

影片內容描述
InterviewMovie Describe

檔案位置
InterviewMovie StoreLocation

使用權限
RepeatAccessRestrictions

檔案名稱
Interview SoundName

檔案格式
InterviewSoundFormat

檔案大小
Photograph FileSize

錄製長度
InterviewSoundLength

錄製內容描述
InterviewSound Describe

檔案位置
RepeatStore Location

使用權限
RepeatAccessRestrictions

影片
InterviewMovieSubject

錄音筆
InterviewSounder

影像內容描述
Interview SubjectDescrib

影像典藏層次
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農具層次
RelativeImplement

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暨影片檔案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影

像

訪談對象
InterviewObject

影
像
檔

聲
音
檔

影
片
檔

Link

Link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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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元素關係結構圖-08 影像_動畫影片檔案層次 

檔案類型
VideoFileType

檔案名稱
VideoFileName

生產日期
VideoMakeDate

動畫
Video

Animation

備註
VideoRemarks

使用權限
VideoAccessRestrictions

製作軟體
VideoSoftware

製作者
VideoWorke

格式
VideoMovieFormat

檔案大小
VideoFileSize

檔案格式
VideoFormat

檔案位置
VideoStoreLocation

檔案描述
VideoFileDescribe

影片
VideoMovie

影片長度
VideoMovieLength

畫面大小
VideoFrameSize

影像典藏層次
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農具層次
RelativeImplement

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文獻層次
ReferenceAdministrativeLevels

重製影像層次
RepeatImageAdministrativeLevels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
PhotographAdministrativeLevels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nterviewAdministrativeLevels

動畫暨影片檔案層次
VideoAdministrativeLevels

影

像

檔案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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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Metadata 系統屬性功能需求表單 

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資料 

型態 

欄位最

大字元

數 

必填 

欄位 

多值 

欄位 

功能 

連結 
預設值 

固定值 

（無） 

唯㆒值

欄位 

主要名稱 1 Varchar 30 Y      

次要名稱 2 Varchar 30  Y     

英文名稱 3 Varchar 30  Y     

名稱 

通用拼英 4 Varchar 30       

登入號 5 INT 10       

資料型態 6 Varchar 20       

器物典藏層次 器物庫  

典藏品類型 7 Varchar 8 Y  代碼表 實物   

典藏品屬性 8 Varchar 8 Y  代碼表 原件   

藏品層次 9 Varchar 8 Y   單件   

合集系列名稱 10 Varchar 30       

組件關係 

相關零件名稱 11 Varchar 30  Y     

典藏系列 12 Varchar 24 Y  代碼表    

典藏類別 13 Varchar 24 Y  代碼表    

分類號 14 Varchar 5 Y     Y 

連結因子 15 Varchar 30      

類似藏品名稱 16 Varchar 30      

類似作品 

 

類似藏品數量 17 INT 3  

Y 

    

日期 18 DATE 10 Y      

經辦㆟ 19 Varchar 10 Y      

取得方式 
20 Varchar 8 Y  代碼表    

提供者 21 Varchar 10  Y     

寄存者 22 Varchar 10  Y     

入藏 

購置價格 23 Varchar 10       

材質 24 Varchar 12 Y Y     

起 25 DATE 10       發明時代 

迄 26 DATE 10       

原始㆞ 27 Varchar 40  Y     

相關民族別 28 Varchar 12  Y 聯合目錄    

使用場合 29 Text 200 Y Y     

操作㆟力 30 Varchar 8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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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資料 

型態 

欄位最

大字元

數 

必填 

欄位 

多值 

欄位 

功能 

連結 
預設值 

固定值 

（無） 

唯㆒值

欄位 

使用季節 31 Varchar 62 Y Y     

使用壽命 32 Varchar 40 Y      

使用方法 33 Text 400 Y      

做業能力 34 Varchar 50 Y      

發展歷史 35 Text 600       

備註 36 Varchar 100       

展示層次   

陳列狀態 37 Varchar 8 Y  代碼表 展示   

庫房儲存區位 38 Varchar 24 Y  代碼表    

展品狀況 

保存情形 39 Varchar 8 Y  代碼表 良好   

長 40 Varchar 10 Y      

寬 41 Varchar 10 Y      

高 42 Varchar 10 Y      

重量 43 Varchar 20       

展 示 空 間

尺寸 

其它 44 Varchar 40  Y     

備註 45 Varchar 50       

相關文獻層次（整組多值） if Y Y 文獻庫  

資料類型 46 Varchar 32 Y  代碼表    

作者 47 Varchar 10  Y     

譯者 48 Varchar 10  Y     

出版時間 49 YEAR 8       

篇名/題名 50 Varchar 100       

系列/刊名 51 Varchar 30       

期數�卷數�頁碼 52 Varchar 30       

出版㆞ 53 Varchar 20       

出版社 54 Varchar 40       

瀏覽日期 55 DATE 10       

網站名稱 56 Varchar 50       

網址 57 Text 150       

相關族群 58 Varchar 12  Y 聯合目錄    

使用語言 59 Text 8 Y      

使用權限 60 Varchar 30 Y  代碼表    

重製影像層次（整組多值） Y Y 圖片庫  

拍攝日期 61 DATE 10 Y      

拍攝㆞點 62 Varchar 30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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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資料 

型態 

欄位最

大字元

數 

必填 

欄位 

多值 

欄位 

功能 

連結 
預設值 

固定值 

（無） 

唯㆒值

欄位 

拍攝者 63 Varchar 10 Y      

色票型號 64 Varchar 40 Y Y     

色票編號 65 Varchar 20 Y Y     

色彩管理 

色票比對部位 66 Varchar 30 Y Y     

背景材質 67 Varchar 12 Y Y     

影像目的 68 Varchar 12 Y 代碼表    

檔案名稱 69 Varchar 40 Y 命名原則   Y 

攝製角度 70 Varchar 12 Y 代碼表    

影像後製者 71 Varchar 10      

檔案格式 72 Varchar 6 Y     

影像解析度 73 Varchar 6 Y     

影像色階 74 Varchar 8 Y     

影像大小 75 Varchar 20 Y     

檔案大小 76 Varchar 16 Y     

壓縮比 77 Varchar 6 Y     

檔案位置 78 Varchar 100      

使用權限 79 Varchar 30 Y 代碼表    

影像內容 

 

最後修改日期 80 DATE 10 Y 

Y 

    

備註 81 Varchar 100       

機構圖層次 if Y  圖片庫  

檔案名稱 82 Varchar 40 Y  命名原則   Y 

檔案格式 83 Varchar 6 Y      

檔案大小 84 Varchar 16 Y      

繪製者 85 Varchar 10 Y      

繪製軟體 86 Varchar 20 Y      

繪製日期 87 DATE 10 Y      

比例 88 Varchar 6 Y      

投影 89 Varchar 20 Y      

單位 90 Varchar 6 Y      

檔案位置 91 Varchar 100       

使用權限 92 Varchar 30 Y  代碼表    

備註 93 Varchar 100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整組多值） if Y Y 圖片庫  

檔案類型 94 Varchar 10 Y      

存放位置 95 Varchar 100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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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資料 

型態 

欄位最

大字元

數 

必填 

欄位 

多值 

欄位 

功能 

連結 
預設值 

固定值 

（無） 

唯㆒值

欄位 

內容描述 96 Text 400       

影像目的 97 Varchar 12 Y 代碼表    

檔案名稱 98 Varchar 40 Y 命名原則   Y 

影像解析度 99 Varchar 6 Y     

影像色階 100 Varchar 8 Y     

影像大小 101 Varchar 20 Y     

檔案大小 102 Varchar 16 Y     

壓縮比 103 Varchar 6 Y     

重製工作者 104 Varchar 10 Y     

重製日期 105 DATE 10 Y     

影像後製者 106 Varchar 10      

檔案位置 107 Varchar 100      

使用權限 108 Varchar 30 Y 代碼表    

影 像 數 位

化重製 

 

最後修改日期 109 DATE 10 Y 

Y 

    

備註 110 Varchar 100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整組多值） if Y  圖片庫 

/影音庫 

/聲音庫 

 

姓名 111 Varchar 10 Y      

年齡 112 INT 6       

職業 113 Varchar 20       

訪談對象 

聯絡方式 114 Varchar 20       

訪談日期 115 DATE 10 Y      

訪談㆞點 116 Varchar 50 Y      

訪談㆟員 117 Varchar 10 Y Y     

訪談紀錄者 118 Varchar 10 Y      

書面檔案名稱 119 Varchar 40   命名原則   Y 

訪談內容綱要 120 Text 500 Y      

影像目的 121 Varchar 12 Y 代碼表    

內容描述 122 Text 100      

檔案名稱 123 Varchar 40 Y 命名原則   Y 

影像解析度 124 Varchar 6 Y     

影像色階 125 Varchar 8 Y     

影像大小 126 Varchar 20 Y     

影像內容 

（ 整 組 多

值） 

檔案大小 127 Varchar 16 Y 

Y 

    



                                         
空白表單                                                          後設資料需求表單第㆔版 

 2-65 
 

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資料 

型態 

欄位最

大字元

數 

必填 

欄位 

多值 

欄位 

功能 

連結 
預設值 

固定值 

（無） 

唯㆒值

欄位 

壓縮比 128 Varchar 6 Y     

影像後製者 129 Varchar 10 Y     

檔案位置 130 Varchar 100      

使用權限 131 Varchar 30 Y 代碼表    

 

最後修改日期 132 DATE 10 Y 

 

    

檔案名稱 133 Varchar 40   命名原則   Y 

格式 134 Varchar 6       

影片長度 135 TIME 8       

影片檔案大小 136 Varchar 16       

畫面大小 137 Varchar 20       

影片內容描述 138 Text 500       

檔案位置 139 Varchar 100       

影片 

使用權限 140 Varchar 30   代碼表    

檔案名稱 141 Varchar 40   命名原則   Y 

檔案格式 142 Varchar 6       

檔案大小 143 Varchar 16       

錄製長度 144 TIME 8       

錄製內容描述 145 Text 300       

檔案位置 146 Varchar 100       

錄音筆 

使用權限 147 Varchar 30   代碼表    

備註 148 Varchar 100       

動畫-影片檔案層次（整組多值） if Y Y 動畫庫 

/影音庫 

 

檔案類型 149 Varchar 12 Y  代碼表    

檔案名稱 150 Varchar 40 Y  命名原則   Y 

檔案格式 151 Varchar 6 Y      

檔案大小 152 Varchar 16 Y      

生產日期 153 DATE 10 Y      

檔案描述 154 Text 500       

檔案位置 155 Varchar 100       

製作軟體 156 Varchar 20       動畫 

製作者 157 Varchar 10       

格式 158 Varchar 6       

影片長度 159 TIME 8       

影片 

畫面大小 160 Varcha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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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資料 

型態 

欄位最

大字元

數 

必填 

欄位 

多值 

欄位 

功能 

連結 
預設值 

固定值 

（無） 

唯㆒值

欄位 

使用權限 161 Varchar 30 Y  代碼表    

備註 162 Varchar 100       

 
     填表者：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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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Metadata 著錄範例表單--照片（影像） 

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資料 

型態 

欄位最

大字元

數 

必填 

欄位 

多值 

欄位 

功能 

連結 
預設值 固定值 

唯㆒值

欄位 

Element

主要名稱 1 Varchar 30 Y      

次要名稱 2 Varchar 30       

英文名稱 3 Varchar 30       

照 片 相 關

農具名稱 

通用拼英 4 Varchar 30       

登入號 5 INT 10       

資料型態 6 Varchar 20       

影像典藏層次   圖片庫  

典藏品類型 7 Varchar 8 Y  代碼表 照片   

典藏品屬性 8 Varchar 8 Y  代碼表 原件   

典藏系列 9 Varchar 24 Y  代碼表    

典藏類別 10 Varchar 24 Y  代碼表    

分類號 11 Varchar 5 Y     Y 

影像標題 12 Varchar 50 Y      

敘述主旨 13 TEXT 400       

拍攝日期 14 DATE 10 Y      

拍攝㆞點 15 Varchar 30 Y      

拍攝者 16 Varchar 10 Y      

相關民族別 17 Varchar 12  Y 聯合目錄    

照片尺寸 18 Varchar 20 Y      影像尺寸 

其它 19 Varchar 50  Y     

日期 20 DATE 10 Y      

經辦㆟ 21 Varchar 10 Y      

取得方式 22 Varchar 8 Y  代碼表    

提供者 23 Varchar 10  Y     

寄存者 24 Varchar 10  Y     

入藏 

購置價格 25 Varchar 10       

陳列狀態 26 Varchar 8 Y  代碼表 庫藏   

庫房儲存區位 27 Varchar 24 Y  代碼表    

展品狀況 

保存情形 28 Varchar 8 Y  代碼表 良好   

相關農具層次 Y    

連結因子 29 TEXT 30      

類似藏品名稱 30 Varchar 30      

類似作品 

（ 整 組 多

值） 類似藏品數量 31 INT 3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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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資料 

型態 

欄位最

大字元

數 

必填 

欄位 

多值 

欄位 

功能 

連結 
預設值 固定值 

唯㆒值

欄位 

Element

材質 32 Varchar 24 Y Y     

起 33 DATE 10       發明時代 

迄 34 DATE 10       

原始㆞ 35 Varchar 40       

相關民族別 36 Varchar 12  Y     

使用場合 37 TEXT 200 Y      

操作㆟力 38 Varchar 8 Y      

使用季節 39 Varchar 62 Y      

使用壽命 40 Varchar 40 Y      

使用方法 41 TEXT 400 Y      

做業能力 42 Varchar 50 Y      

發展歷史 43 TEXT 600       

備註 44 Varchar 100       

相關文獻層次（整組多值） if Y Y 文獻庫  

資料類型 45 Varchar 32 Y  代碼表    

作者 46 Varchar 10  Y     

譯者 47 Varchar 10  Y     

出版時間 48 DATE 8       

篇名/題名 49 Varchar 100       

系列/刊名 50 Varchar 30       

期數�卷數�頁碼 51 Varchar 30       

出版㆞ 52 Varchar 20       

出版社 53 Varchar 40       

瀏覽日期 54 DATE 10       

網站名稱 55 Varchar 50       

網址 56 Varchar 150       

相關族群 57 Varchar 12       

使用語言 58 TEXT 8       

使用權限 59 Varchar 30 Y  代碼表    

重製影像層次（整組多值） if Y  圖片庫  

工作日期 60 DATE 10 Y      

工作㆞點 61 Varchar 30 Y      

工作者 62 Varchar 10 Y      

影像目的 63 Varchar 12 Y 代碼表    影像內容 

 檔案名稱 64 Varchar 40 Y 

Y 

命名原則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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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資料 

型態 

欄位最

大字元

數 

必填 

欄位 

多值 

欄位 

功能 

連結 
預設值 固定值 

唯㆒值

欄位 

Element

影像後製者 65 Varchar 10      

檔案格式 66 Varchar 6 Y     

影像解析度 67 Varchar 6 Y     

影像色階 68 Varchar 8 Y     

影像大小 69 Varchar 20 Y     

檔案大小 70 Varchar 16 Y     

壓縮比 71 Varchar 6 Y     

檔案位置 72 Varchar 100      

使用權限 73 Varchar 30 Y 代碼表    

最後修改日期 74 DATE 10 Y     

 

註解 75 TEXT 100  

 

    

備註 76 Varchar 100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整組多值） if Y Y 圖片庫  

檔案類型 77 Varchar 10 Y  代碼表    

存放位置 78 Varchar 100 Y      

內容描述 79 TEXT 400       

影像目的 80 Varchar 12 Y 代碼表    

檔案名稱 81 Varchar 40 Y 命名原則   Y 

影像解析度 82 Varchar 6 Y     

影像色階 83 Varchar 8 Y     

影像大小 84 Varchar 20 Y     

檔案大小 85 Varchar 16 Y     

壓縮比 86 Varchar 6 Y     

重製工作者 87 Varchar 10 Y     

重製日期 88 DATE 10 Y     

影像後製者 89 Varchar 10      

檔案位置 90 Varchar 100      

使用權限 91 Varchar 30 Y 代碼表    

影 像 數 位

化重製 

 

最後修改日期 92 DATE 10 Y 

Y 

    

備註 93 Varchar 100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if Y  圖片庫 

/影音庫 

/聲音庫 

 

姓名 94 Varchar 10 Y      訪談對象 

年齡 95 IN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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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資料 

型態 

欄位最

大字元

數 

必填 

欄位 

多值 

欄位 

功能 

連結 
預設值 固定值 

唯㆒值

欄位 

Element

職業 96 Varchar 20        

聯絡方式 97 Varchar 20       

訪談日期 98 DATE 10 Y      

訪談㆞點 99 Varchar 50 Y      

訪談㆟員 100 Varchar 10 Y Y     

訪談紀錄者 101 Varchar 10 Y      

書面檔案名稱 102 Varchar 40       

訪談內容綱要 103 TEXT 500 Y      

影像內容描述 104 TEXT 12      

影像目的 105 Varchar 100 Y 代碼表    

檔案名稱 106 Varchar 40 Y 命名原則   Y 

影像解析度 107 Varchar 6 Y     

影像色階 108 Varchar 8 Y     

影像大小 109 Varchar 20 Y     

檔案大小 110 Varchar 16 Y     

壓縮比 111 Varchar 6 Y     

影像後製者 112 Varchar 10 Y     

檔案位置 113 Varchar 100      

使用權限 114 Varchar 30 Y 代碼表    

影像 

 

最後修改日期 115 TEXT 10 Y 

Y 

    

檔案名稱 116 Varchar 40   命名原則   Y 

格式 117 Varchar 6       

影片長度 118 TIME 8       

影片檔案大小 119 Varchar 16       

畫面大小 120 Varchar 20       

影片內容描述 121 TEXT 500       

檔案位置 122 Varchar 100       

影片 

使用權限 123 Varchar 30   代碼表    

檔案名稱 124 Varchar 40   命名原則   Y 

檔案格式 125 Varchar 6       

檔案大小 126 Varchar 16       

錄製長度 127 TIME 8       

錄製內容描述 128 TEXT 300       

檔案位置 129 Varchar 100       

錄音筆 

使用權限 130 Varchar 30   代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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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資料 

型態 

欄位最

大字元

數 

必填 

欄位 

多值 

欄位 

功能 

連結 
預設值 固定值 

唯㆒值

欄位 

Element

備註 131 Varchar 100       

動畫暨影片檔案層次（整組多值） if Y Y 動畫庫 

/影音庫 

 

檔案類型 132 Varchar 12 Y  代碼表    

檔案名稱 133 Varchar 40 Y  命名原則   Y 

檔案格式 134 Varchar 6 Y      

檔案大小 135 Varchar 16 Y      

生產日期 136 DATE 10 Y      

檔案描述 137 TEXT 500       

檔案位置 138 Varchar 100       

製作軟體 139 Varchar 20       動畫 

製作者 140 Varchar 10       

格式 141 Varchar 6       

影片長度 142 TIME 8       

影片 

畫面大小 143 Varchar 20       

使用權限 144 Varchar 30 Y  代碼表    

備註 145 Varchar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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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Metadata 系統查詢功能需求表單--器物 

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簡要查詢 進階查詢 

簡要顯示

款目 

檢索結果

排序 

詳細顯示

款目 
付費使用

主要名稱 1 Y  Y Y Y  

次要名稱 2 Y    Y  

英文名稱 3 Y    Y  

名稱 

通用拼英 4 Y    Y  

登入號 5  Y Y Y Y  

資料型態 6  Y     

器物典藏層次 

典藏品類型 7       

典藏品屬性 8       

藏品層次 9       

合集系列名稱 10       

組件關係 

相關零件名稱 11       

典藏系列 12  Y Y Y Y  

典藏類別 13  Y Y Y Y  

分類號 14       

連結因子 15       

類似藏品名稱 16 Y    Y  

類似作品 

（整組多值） 

類似藏品數量 17       

日期 18       

經辦㆟ 19       

取得方式 20       

提供者 21       

寄存者 22       

入藏 

購置價格 23       

材質 24  Y   Y  

起 25  Y   Y  發明時代 

迄 26  Y   Y  

原始㆞ 27  Y   Y  

相關民族別 28  Y   Y  

使用場合 29  Y   Y  

操作㆟力 30     Y  

使用季節 31  Y   Y  

使用壽命 32     Y  

使用方法 33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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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簡要查詢 進階查詢 

簡要顯示

款目 

檢索結果

排序 

詳細顯示

款目 
付費使用

做業能力 34 Y    Y  

發展歷史 35 Y  Y  Y  

備註 36       

展示層次 

陳列狀態 37       

庫房儲存區位 38       

展品狀況 

保存情形 39       

長 40  Y   Y  

寬 41  Y   Y  

高 42  Y   Y  

重量 43  Y   Y  

展 示 空 間 尺

寸 

其它 44       

備註 45       

相關文獻層次（整組多值） 

資料類型 46  Y   Y  

作者 47  Y   Y  

譯者 48     Y  

出版時間 49  Y   Y  

篇名/題名 50 Y Y   Y  

系列/刊名 51 Y Y     

期數�卷數�頁碼 52     Y  

出版㆞ 53     Y  

出版社 54  Y   Y  

瀏覽日期 55     Y  

網站名稱 56 Y Y   Y  

網址 57     Y  

相關族群 58  Y   Y  

使用語言 59  Y   Y  

使用權限 60       

重製影像層次 

拍攝日期 61       

拍攝㆞點 62       

拍攝者 63       

色票型號 64       

色票編號 65       

色彩管理 

色票比對部位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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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簡要查詢 進階查詢 

簡要顯示

款目 

檢索結果

排序 

詳細顯示

款目 
付費使用

背景材質 67       

影像目的 68     Y  

檔案名稱 69     Y  

攝製角度 70     Y  

影像後製者 71       

檔案格式 72     Y  

影像解析度 73       

影像色階 74       

影像大小 75     Y  

檔案大小 76     Y  

壓縮比 77       

檔案位置 78       

使用權限 79       

影像內容 

（整組多值） 

最後修改日期 80       

備註 81       

機構圖層次 

檔案名稱 82     Y  

檔案格式 83     Y  

檔案大小 84     Y  

繪製者 85       

繪製軟體 86       

繪製日期 87       

比例 88     Y  

投影 89       

單位 90       

檔案位置 91       

使用權限 92       

備註 93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多值） 

檔案類型 94  Y   Y  

存放位置 95       

內容描述 96 Y Y   Y  

影像目的 97       

檔案名稱 98     Y  

影像解析度 99       

影 像 數 位 化

重製 

（整組多值） 

影像色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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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簡要查詢 進階查詢 

簡要顯示

款目 

檢索結果

排序 

詳細顯示

款目 
付費使用

影像大小 101     Y  

檔案大小 102     Y  

壓縮比 103       

重製工作者 104       

重製日期 105       

影像後製者 106       

檔案位置 107       

使用權限 108       

 

最後修改日期 109       

備註 110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姓名 111       

年齡 112       

職業 113       

訪談對象 

聯絡方式 114       

訪談日期 115       

訪談㆞點 116       

訪談㆟員 117       

訪談紀錄者 118       

書面檔案名稱 119       

訪談內容綱要 120 Y Y   Y  

影像目的 121       

內容描述 122 Y Y   Y  

檔案名稱 123     Y  

影像解析度 124       

影像色階 125       

影像大小 126     Y  

檔案大小 127     Y  

壓縮比 128       

影像後製者 129       

檔案位置 130       

使用權限 131       

影像內容 

（整組多值） 

最後修改日期 132       

檔案名稱 133       

格式 134       

影片 

影片長度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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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簡要查詢 進階查詢 

簡要顯示

款目 

檢索結果

排序 

詳細顯示

款目 
付費使用

影片檔案大小 136       

畫面大小 137       

影片內容描述 138 Y Y     

檔案位置 139       

 

使用權限 140       

檔案名稱 141       

檔案格式 142       

檔案大小 143       

錄製長度 144       

錄製內容描述 145 Y Y     

檔案位置 146       

錄音筆 

使用權限 147       

備註 148       

動畫/影片檔案層次（多值） 

檔案類型 149  Y     

檔案名稱 150       

檔案格式 151       

檔案大小 152       

生產日期 153       

檔案描述 154 Y Y     

檔案位置 155       

製作軟體 156       

製作者 157       

格式 158       

影片長度 159       

動畫 

畫面大小 160       

使用權限 161       

備註 162       

 
     填表者：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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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Metadata 系統查詢功能需求表單--影像 

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簡要查詢 進階查詢 

簡要顯示

款目 

檢索結果

排序 

詳細顯示

款目 
付費使用

主要名稱 1 Y Y Y Y Y  

次要名稱 2 Y Y   Y  

英文名稱 3 Y Y   Y  

照 片 相 關 農

具名稱 

通用拼英 4 Y Y   Y  

登入號 5  Y Y Y Y  

資料型態 6  Y     

影像典藏層次 

典藏品類型 7  Y     

典藏品屬性 8  Y     

典藏系列 9  Y Y Y Y  

典藏類別 10  Y Y Y Y  

分類號 11       

影像標題 12 Y Y Y  Y  

敘述主旨 13 Y Y Y  Y  

拍攝日期 14     Y  

拍攝㆞點 15     Y  

拍攝者 16     Y  

相關民族別 17  Y     

照片尺寸 18     Y  影像尺寸 

其它 19       

日期 20       

經辦㆟ 21       

取得方式 22       

提供者 23       

寄存者 24       

入藏 

購置價格 25       

陳列狀態 26       

庫房儲存區位 27       

展品狀況 

保存情形 28       

相關農具層次 

連結因子 29       

類似藏品名稱 30 Y Y     

類似作品 

（整組多值） 

類似藏品數量 31       

材質 32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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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簡要查詢 進階查詢 

簡要顯示

款目 

檢索結果

排序 

詳細顯示

款目 
付費使用

起 33  Y   Y  發明時代 

迄 34  Y   Y  

原始㆞ 35  Y   Y  

相關民族別 36  Y     

使用場合 37  Y   Y  

操作㆟力 38     Y  

使用季節 39  Y   Y  

使用壽命 40     Y  

使用方法 41 Y Y   Y  

做業能力 42 Y Y   Y  

發展歷史 43 Y Y   Y  

備註 44       

相關文獻層次（整組多值） 

資料類型 45  Y   Y  

作者 46  Y   Y  

譯者 47     Y  

出版時間 48  Y   Y  

篇名/題名 49 Y Y   Y  

系列/刊名 50 Y Y     

期數�卷數�頁碼 51     Y  

出版㆞ 52     Y  

出版社 53  Y   Y  

瀏覽日期 54     Y  

網站名稱 55 Y Y   Y  

網址 56     Y  

相關族群 57  Y     

使用語言 58  Y   Y  

使用權限 59       

重製影像層次 

工作日期 60       

工作㆞點 61       

工作者 62       

影像目的 63     Y  

檔案名稱 64     Y  

影像後製者 65       

影像內容 

（整組多值） 

檔案格式 66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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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簡要查詢 進階查詢 

簡要顯示

款目 

檢索結果

排序 

詳細顯示

款目 
付費使用

影像解析度 67       

影像色階 68       

影像大小 69     Y  

檔案大小 70     Y  

壓縮比 71       

檔案位置 72       

使用權限 73       

最後修改日期 74       

 

註解 75       

備註 76       

相關幻燈片/照片層次（多值） 

檔案類型 77  Y   Y  

存放位置 78       

內容描述 79 Y Y   Y  

影像目的 80       

檔案名稱 81     Y  

影像解析度 82       

影像色階 83       

影像大小 84     Y  

檔案大小 85     Y  

壓縮比 86       

重製工作者 87       

重製日期 88       

影像後製者 89       

檔案位置 90       

使用權限 91       

影 像 數 位 化

重製 

（整組多值） 

最後修改日期 92       

備註 93       

口述歷史紀錄層次 

姓名 94       

年齡 95       

職業 96       

訪談對象 

聯絡方式 97       

訪談日期 98       

訪談㆞點 99       

訪談㆟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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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簡要查詢 進階查詢 

簡要顯示

款目 

檢索結果

排序 

詳細顯示

款目 
付費使用

訪談紀錄者 101       

書面檔案名稱 102       

訪談內容綱要 103 Y Y   Y  

影像內容描述 104 Y Y   Y  

影像目的 105       

檔案名稱 106     Y  

影像解析度 107       

影像色階 108       

影像大小 109     Y  

檔案大小 110     Y  

壓縮比 111       

影像後製者 112       

檔案位置 113       

使用權限 114       

影像 

（整組多值） 

最後修改日期 115       

檔案名稱 116       

格式 117       

影片長度 118       

影片檔案大小 119       

畫面大小 120       

影片內容描述 121 Y Y     

檔案位置 122       

影片 

使用權限 123       

檔案名稱 124       

檔案格式 125       

檔案大小 126       

錄製長度 127       

錄製內容描述 128 Y Y     

檔案位置 129       

錄音筆 

使用權限 130       

備註 131       

動畫暨影片檔案層次（多值） 

檔案類型 132       

檔案名稱 133       

檔案格式 134       

檔案大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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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欄位 

順序 
簡要查詢 進階查詢 

簡要顯示

款目 

檢索結果

排序 

詳細顯示

款目 
付費使用

生產日期 136       

檔案描述 137 Y Y     

檔案位置 138       

製作軟體 139       

製作者 140       

格式 141       

影片長度 142       

動畫 

畫面大小 143       

使用權限 144       

備註 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