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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拓片Metadata元素代碼表 

2004/3/31修訂 

 
元素 代碼 預設值 設計型式 

基本資料    
拓片資料    
使用限制 開放、限制 限制 Radio Button 

類型  參照附件一〈傅斯年圖書館拓片分類

表〉 
無 Check Box 

主要類別 次要類別 

青銅器 全形拓、銘文拓片 

佛教石刻造像  
漢代石刻畫象  

資料庫類別 

甲骨文  

1.主要類別—依群組權限控
制，系統自動產生 

2.次要類別—Radio Button，無
預設值 

題名 其他題名 種類 首題、額題、陰首題、陰額題、中題、

尾題、蓋題、側題、箋題、別稱 
無 下拉式選單（單

選） 

高廣 類型  原拓、拓裱、題記 原拓 下拉式選單（單

選） 

裝潢 托裱、掛軸、手捲、橫披、冊頁、未裝

潢 
托裱 下拉式選單（單

選） 

技法 整紙拓、拼拓、翻刻拓、彩繪全形 無 下拉式選單（單

選） 

作者 著作方式 撰文人、撰書人 撰文人 下拉式選單（單

選） 

書體 符號、甲骨文、金文、鳥蟲書、石鼓文、

大篆、小篆、隸書、草書、行書、楷書 
無 下拉式選單（單

選） 

行款 字數 類別 總字數、重文數、合文數 總字數 Radio Button 

文向 右行、左行、迴文、倒文、反文（反書

字）、環列 
右行 下拉式選單（單

選） 

位置 青銅器 內壁、內底、口沿、外側、外底、

扳／金內、肩部、劍格、圈足

內、鉦部、鼓部、器蓋 

 關聯下拉式選單

（單選）＋自行

填入 

銘刻 

製作方式 類別 刀刻、鑄造、墨書、硃書、鎏金、鑲嵌、

陰刻、陽刻 
無 Check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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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代碼 預設值 設計型式 

 描述 先寫後刻—刻痕外遺有墨跡，刻後填墨 
先寫後刻—刻痕外遺有墨跡，刻後填朱 
先寫後刻—刻痕外遺有墨跡，刻後未填
色 

有寫未刻—僅有墨跡 
未寫即刻，刻後填墨 

未寫即刻，刻後填朱 

未寫即刻，刻後無填色 

無 下拉式選單（單

選）＋自行填入 

語文 漢文、滿文、蒙文、契丹文、女真文、

突厥文、西夏文、八思巴文、梵文、回

文、敘利亞文 

漢文 下拉式選單（單

選） 

使用限制 開放、限制 限制 Radio Button 楷定 
 

出處 書名/篇名 參照附件二〈拓片書目表〉 無 關聯下拉式選單

（單選） 

使用限制 開放、限制 限制 Radio Button 釋文 

出處 書名/篇名 參照附件二〈拓片書目表〉 無 關聯下拉式選單

（單選） 
使用限制 開放、限制 限制 Radio Button 辨偽 

出處 書名/篇名 參照附件二〈拓片書目表〉 無 關聯下拉式選單

（單選） 
著錄 書名/篇名 參照附件二〈拓片書目表〉 無 關聯下拉式選單

（單選） 
現藏位置 拓片室、善本室 拓片室 Radio Button 典藏資訊 

出處 題名 參照附件二〈拓片書目表〉 無 關聯下拉式選單

（單選） 
結構 蛀洞、焦脆、髒污、裂痕、折痕、斷裂、

磨損、破洞、開裂、黏結、分層、剝離、

粉化、霉爛、脫落、變形、皺折、人為

損傷、邊角捲翹 

無 Check Box 

墨況  變色、褪色、透色、水暈、黃化 無 Check Box 

保存狀況 

外來物  水漬、油漬、膠漬、不明漬痕、膠帶、

霉斑、霉菌、褐斑、昆蟲排泄物 
無 Check Box 

展覽 狀況 未展覽、歷史文物陳列館展出、借展 未展覽 Radio Button 
原件資料    

年代 中曆 朝代 參照附件三〈中國朝代代碼表〉 無 關聯下拉式選選

單（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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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代碼 預設值 設計型式 

甲骨 龜腹甲、龜背甲、牛骨、鹿

骨、人骨、虎骨、象骨、馬

骨、羊骨、豬骨、犀牛骨、

其他骨類 
金屬 青銅、銅、鐵、金、銀、鉛、

錫 
玉  
石  
磚  
瓦  
陶  
泥  
木  

材質 

竹  

無 關聯下拉式選選

單（單選） 

保存狀況 使用限制 開放、限制 限制 Radio Button 

收藏機構/現存
地點 

國名  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美

國、英國、法國、德國、瑞士、不詳 
無 下拉式選單（單

選） 
影像檔案    

影像類型 B-黑白照、C-彩色照、X-X光照片 B黑白照 下拉式選單（單

選） 

來源屬性 拓片、實物、線繪圖 拓片 下拉式選單（單

選） 
影像範圍 W-全形、Z-局部、I-榜題/題記 W全形 下拉式選單（單

選） 
影像出處 書名/篇名 參照附件二〈拓片書目表〉 無 關聯下拉式選單

（單選） 
使用限制 限制、開放 限制 Radio Button 

媒體類型 照片、負片、正片、數位影像 照片 Check Box 

影像檔案 

影像原件 
資料名稱/
編號 

參照附件四〈傅斯年圖書館拓本照片檔

案冊代碼表〉 
無 關聯下拉式選單

（單選）＋自行

填入 
漢代石刻畫象    

主題  Radio Button 主題/關鍵
詞 關鍵詞  

參照附件五〈漢代石刻畫象題材分類與

詞彙表〉 
無 

關聯下拉式選單

（複選）＋自行

填入 
省份 
主題 

瀏覽 

次主題  

參照附件六〈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瀏覽架

構表〉 
無 關聯下拉式選單

（單選） 

功能 墓室、再用畫象石墓、棺槨、祠堂、闕、

碑、不詳 
無 Check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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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代碼 預設值 設計型式 

青銅器    
炊器 鼎、鬲、甗、鍑、鑊、鍪、鐎

斗 

食器 簋、簠、敦、豆、盧、金會、

皿、俎、匕、 、登、方彝 

酒器 爵、角、斝、觚、觶、桮、卮、

觥、盉、卣、尊、罍、壺、缾、

勺、杯、鐎、金和、禁、鈁 

水器 罐、盆、盤（槃）、匜、盂、

洗、鑑、奠瓦、鋗、瓿、缶詹、

缶 

樂器 鉦、句金翟、鐸、鈴、鐘、鎛、

錞于、鐃、鼓、鼓座 

兵器 斧、鉞、戈、戟、矛、刀、劍、

鏃、鈹、鐓、鏚、殳、弩、雜

兵 

車馬器 馬器、馬鐙、銅泡、車飾 

度量衡 權、衡、尺、區、量、升、金
和 

器形 名稱 

雜器 雲版、香爐、鏡、奩、枓、帶

鉤、鐙（燈）、鑪、錛、鋤、

杖首、兵符、詔版、符節、詔

木、鏤、熨斗、銚、扁、瓶、

幘、鑰、調、構銅、印、博局、

類別不明器 

無 關聯下拉式選單

（單選） 

拓片高廣 類型 銘形、器形、蓋形 銘形 Radio Button 

類型 長、寬、通高、口徑、腹徑、重量、容

量 
長 下拉式選單（單

選） 

器物 

原器高廣 

單位 cm、kg、l cm 下拉式選單（單

選） 

佛教石刻造像    

功德總類 造像、建寺、造橋、刻經、其他 無 下拉式選單（單

選）＋自行填入 

職事 邑師、邑主、邑老、邑正、都

邑主、邑中正、都像主、唯那、

都唯那、典錄、典坐、維那、

維那主、菩薩主、光明主 

功德 

功德主 職務 

施主  

無 關聯下拉式選單

（第一層複選） 

 3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拓片與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 
 

 31

元素 代碼 預設值 設計型式 

   其他    
甲骨文    

主題  1.奴隸、平民；2.奴隸主貴族；3.官吏； 
4.軍隊、刑罰、監獄；5.戰爭；6.方域；
7.貢納；8.農業；9.漁獵、畜牧；10.手
工業；11.商業、交通；12.天文、曆法；
13.氣象；14.建築；15.疾病；16.生育；
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凶夢幻；
20.卜法；21.文字；22.其他 

無 Check Box 

類別 記事刻辭、占卜刻辭、記時刻辭、家譜

刻辭 
無 Radio Button 

卜辭 類別 前辭、命辭、占辭、驗辭 無 Check Box 

甲骨刻辭 

卜兆 序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無 Radio Button 

叢拓資料    

叢拓類別 複本、同原件、同套、同建築、殘件復

原 
複本 下拉式選單（單

選） 
書目資料    

資料類別 專書、期刊論文、專書論文、博碩士論

文、未出版 
專書 Radio Button 

國籍 中、日、英、美、法、德 中 下拉式選單（單

選） 
專書/期刊 
 

作者 

著作方式 著、編、譯、藏、輯 著 下拉式選單（單

選） 
國籍 中、日、英、美、法、德 中 下拉式選單（單

選） 
論文 作者 

著作方式 著、編、譯、藏、輯 著 下拉式選單（單

選） 
展示格式 中日文、西文 中日文 Radio Button 
備註：Check Box＝複選、Radio Button＝單選 
 
填寫者：陳秀慧、施汝瑛、鍾碧芬、柯維盈 
填寫日期：2004/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