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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後設資料分析報告 

後設資料需求與標準對照 

 
台灣原住民計畫元素需求與 CIDOC、Dublin Core、CDWA對照表 

 
 (CIDOC對照中以括號標起之對照元素為 Data Standards中沒有，但在原先的問卷有設置的元素) 

 
台灣原住民後設資料需求 

(依據 2000/12/11所提出之元素需求) 
後設資料相關格式與標準 

契約 錄影帶 歷史地圖 訪談 音樂 CIDOC 
International 

Core Data 
Standards for 

Ethnology/Ethn
ography 
(1996/9) 

Dublin Core 
(Version1.1) 

CDWA 
(version2) 

內容指涉時

間 
內容指涉時

間 
內容指涉時

間 
內容指涉時

間 
內容指涉時

間 
 Coverage- 

Temporal 
 

立契年代 採錄時間 繪製年代 採錄時間 採錄時間 物件歷史描述 
-製造-日期 

Date-Created CREATION - DATE 

年限      Description  
  相關地點-

今(古) 
   Coverage-Spat

ial 
 

立契地點 採錄地點  採錄地點 錄音地點-
今(古) 

物件歷史描述 
-製造-地點 

Description CREATION - 
PLACE/ORIGINAL 
LOCATION 

四至(契約
中之東西南

北界限) 

     Coverage-Spat
ial 

 

  空間範圍    Coverage-Spat
ial 

 

  地理座標      
關係族群 關係族群 關係族群 關係族群 關係族群  Description  
關係社群 關係社群 關係社群 關係社群 關係社群  Description  
相關人名 相關人名 相關人名 相關人名 相關人名  Description  

物件歷史描述 
-製造-人/團體 

其他立契人     

物件歷史描述-
使用-人/團體 

Contributor 
 

 

中人     物件歷史描述 
-製造-人/團體 

Contributor  

知見人     物件歷史描述 
-製造-人/團體 

Contributor  

    師承       
(演唱或演奏
者的師承者名

字) 

物件歷史描述-
製造-人/團體 

Contrib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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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後設資料需求 
(依據 2000/12/11所提出之元素需求) 

後設資料相關格式與標準 

契約 錄影帶 歷史地圖 訪談 音樂 CIDOC 
International 

Core Data 
Standards for 

Ethnology/Ethn
ography 
(1996/9) 

Dublin Core 
(Version1.1) 

CDWA 
(version2) 

    伴奏者 物件歷史描述 
-製造-人/團體 

Creator  

   受訪者 受訪者 物件歷史描述 
-製造-人/團體 

Creator  

 主題 主題 主題  物件識別 
-分類 

Subject SUBJECT MATTER - 
IDENTIFICATION – 
INDEXING TERMS 

契約類別    資料類型 物件識別 
-分類 

Type OBJECT/WORK - TYPE 

    歌詞內容 物件識別 
-描述 

Description  

關鍵字 關鍵字 關鍵字 關鍵字 關鍵字  Subject  
發生原因  繪製用途   物件歷史描述 

-製造-目的 
Description  

內容備註 內容備註 內容備註 內容備註 內容備註 物件歷史描述 
-附註 

Description DESCRIPTIVE NOTE – 
TEXT 

 摘要 摘要 摘要 摘要 物件識別 
-描述 

Description-A
bstract 

 

印記     物件外型描述 
(銘刻) 

Description INSCRIPTIONS/MARK
S - TRANSCRIPTION 
OR DESCRIPTION 

  繪製方式 
 

  物件外型描述 
-技術 

Description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 
ACTIONS 

  印製方式   物件外型描述 
-技術 

Description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 
ACTIONS 

    伴奏樂器  Description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 
PROCESSES OR 
TECHNIQUES - 
IMPLEMENT 

    演唱形式  Description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 
ACTIONS 

    演唱時機 物件歷史描述 
-使用-日期 

Description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 
REMARKS 

    曲調來源  Description  
契約名稱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物件識別 

-物件名稱 
Title TITLES OR NAMES - 

TEXT 
出處之書名

/篇 
 出處之書名

/篇 
出處 出處 參考資料 Relation-Refer

ences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IDENTIFICATION 

出處期刊  出處期刊   參考資料 
 

Relation-Refer
ences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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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後設資料需求 
(依據 2000/12/11所提出之元素需求) 

後設資料相關格式與標準 

契約 錄影帶 歷史地圖 訪談 音樂 CIDOC 
International 

Core Data 
Standards for 

Ethnology/Ethn
ography 
(1996/9) 

Dublin Core 
(Version1.1) 

CDWA 
(version2) 

卷期  卷期   參考資料 
 

Relation-Refer
ences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REMARKS 

頁次  頁次   參考資料 
 

Relation-Refer
ences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REMARKS 

使用語文 使用語文  使用語文 使用語文 (使用者的語言) Language  
立契人 主要攝影者 作者  演唱者 物件歷史描述 

-製造-人/團體 
Creator CREATION – CREATOR 

  採訪者 採訪者 錄音者 物件歷史描述 
-製造-人/團體 

Creator CREATION – CREATOR 

  研究者 研究者 研究者 物件歷史描述 
-使用-人/團體 

(研究者) 

Contributor CREATION – CREATOR 

 相關作者 相關作者   物件歷史描述-
製造-人/團體 

Contributor CREATION – CREATOR 

出處作者  出處作者   參考資料 Relation-Refer
ences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REMARKS 

  拍攝助理/
其他助理 

拍攝助理/
其他助理 

 物件歷史描述 
-製造-人/團體 

Contributor CREATION – CREATOR 

出處之出版

地 
出版地 出處之出版

地 
出版地 出版地 參考資料 Publisher CREATION - 

PLACE/ORIGINAL 
LOCATION 

出處之出版

社 
發行單位 出處之出版

社 
發行單位 發行單位 參考資料 Relation-Refer

ences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REMARKS 

 製作單位  製作單位 
 
 

製作單位 參考資料 Contributor CREATION - 
PLACE/ORIGINAL 
LOCATION 

出版年代  出版年代 出版年代 出版時間 參考資料 Date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REMARKS 

ISBN/ISSN  ISBN/ISSN   參考資料 Relation-Refer
ences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REMARKS 

材質 材質 材質 材質 材質 物件外型描述-
材質 

Format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 
MATERIALS 

規格 資料長度 規格 資料長度 資料長度 物件外型描述-
尺寸 

Format MEASUREMENTS - 
DIMENSIONS - VALUE 

  數量   物件識別 
-數量 

Format OBJECT/WORK - 
QUANTITY 

編號 
 

編號 編號 編號 編號 物件識別 
-物件識別號碼 

Identifier OBJECT/WORK – 
REMARKS 

系列號 系列號 系列號 系列號 系列號 物件識別 
-物件識別號碼 

Identifier OBJECT/WORK –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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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後設資料需求 
(依據 2000/12/11所提出之元素需求) 

後設資料相關格式與標準 

契約 錄影帶 歷史地圖 訪談 音樂 CIDOC 
International 

Core Data 
Standards for 

Ethnology/Ethn
ography 
(1996/9) 

Dublin Core 
(Version1.1) 

CDWA 
(version2) 

契約原始編

號 
    物件識別 

-物件識別號碼 
Identifier OBJECT/WORK – 

REMARKS 
關連識別碼 關連識別碼 關連識別碼 關連識別碼 關連識別碼 參考資料 Relation RELATED 

WORKS-RELATIONSHI
P NUMBER 

館藏地(保
存處) 

館藏地(保
存處) 

館藏地(保
存處) 

館藏地(保
存處) 

館藏地(保
存處) 

機構資訊 
-機構名稱 
收藏地點 

Rights CURRENT LOCATION - 
REPOSITORY NAME 

開放權限 開放權限 開放權限 開放權限 開放權限  Rights COPYRIGHT/RESTRIC
TIONS - REMARKS 

保存者或提

供者 
保存者或提

供者 
保存者或提

供者 
保存者或提

供者 
保存者或提

供者 
物件歷史描述 
-收藏-人 

Rights OWNERSHIP/COLLEC
TING HISTORY - 
OWNER 

相關參考資

訊 
相關參考資

訊 
相關參考資

訊 
相關參考資

訊 
相關參考資

訊 
參考資料 Relation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IDENTIF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