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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圖書館／博物館的研究隨著網際網路的
發展相當受到世人的重視，各先進國家無不
熱烈支持有關的各項計畫。我國臺灣地區有
許多機構在從事珍貴藏品數位化的計畫，例
如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國家數位典藏機制
專案、地方文獻數位化計畫、以及中華回憶
網等相關的計畫正在進行中或將於近期內開
始執行。將資源數位化並呈現於全球資訊網
上是首要的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必須針
對這些資源的特性加以組織與整理，才能有
效地檢索、使用。 
在數位化計畫中，metadata 扮演很重要

的角色，其訂定需由瞭解使用者需求及資訊
屬性入手，同時也需考慮到資訊系統之間的
互通性，所以相關標準的採用非常重要。目
前發展中的數位圖書館系統不管用那一種
metadata，其交換語言大多選用 XML 或
SGML，尤其是 XML語言可取 SGML之長、
補 HTML之短，是目前網際網路界極力推廣
的語言。本文主要在說明設計 metadata時所
涉及之問題，並介紹我們在國科會「數位博
物館」專案計劃所發展的一套 XML/Metadata
通用系統 – Metalogy，說明其系統特色、架
構、功能及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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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最近數年，數位圖書館／博物館的研究隨著
網際網路的發展相當受到世人的重視，各先
進國家無不熱烈支持有關的各項計畫。我國
有悠久的歷史文化，累積豐富的文化資產，
是世界的瑰寶。另外，關於臺灣本土的珍貴
文獻與歷史文物，許多機構與學術研究單位
有豐富的典藏。為了避免損壞這些寶貴的資
源，因此無法開放讓大眾參觀。現在，透過
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連結，能夠將這些寶貴
的資源呈現於全球資訊網上，既能夠擴大瀏
覽的族群，也能夠讓終將損壞的珍貴資源以
另一種方式維持其恆久的生命。 
臺灣地區目前從事珍貴藏品數位化的機

構主要有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國家圖書
館、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科學博物館
等。另外還有如臺灣科學教育館、臺灣博物
館、科學工藝博物館、臺北市立美術館等單
位，其部分館藏文物也都有數位化之成果。1

將這些寶貴的資源數位化並呈現於全球資訊
網上是首要的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必須
針對這些資源的特性加以組織與整理，才能
有效地檢索、使用，因此，在數位化計畫中，
metadata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基本的數位化系統，從使用者的角度而

言，應包含的功能主要有查詢、瀏覽及其他
相關網路資源連結。而通常資料量大的數位
圖書館系統都會以資料庫來管理其書目記錄
及數位化物件、或連結的網址，為避免連結
網址的失效，及數位化物件變更存放的位
置，所以也會考慮使用 Handle System之類



 

 

的機制來做識別處理。 
以目前的檢索技術而言，提供查詢的方

法不外為：全文檢索或欄位查詢。全文檢索
可以不必對資料做描述，但檢索效能較差，
對於無文字的影像、聲音或視訊資料而言，
全文檢索技術也無法派上用場，所以以人工
描述 metadata，建立欄位化的書目資料，對
於數位圖書館而言，是絕對必要的工作。因
此，在一數位圖書館或博物館等系統中，
metadata 扮演重要的角色。Metadata 的訂定
需由瞭解使用者需求及資訊屬性入手，同時
也需考慮到資訊系統之間的互通性，所以相
關標準的採用非常重要，如國際間已發展出
來的格式：Dublin Core (Dublin Metadata Core 
Element Set) (http://purl.oclc/dc) 、 EAD 
(Encoding Archival Description) 
(http://lcweb.loc.gov/ead/)、 FGDC (Federal 
Geographic Data committee) 
(http://www.fgdc.gov/)、 GIL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Locator Service) 
(http://www.access.gpo.gov/su_docs/gils/index
.html)、TEI (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Headers) 
(http://www.uic.edu/orgs/tei/)；以及 metadata
的交換語言，如 SGML/XML/HTML 等。目
前發展中的數位圖書館系統不管用那一種
metadata，其交換語言大多選用 XML 或
SGML，尤其是 XML語言可取 SGML之長、
補 HTML之短，也是目前網際網路界極力推
廣的語言。本文主要在說明設計詮釋資料時
所涉及之問題，並介紹我們在國科會「數位
博 物 館 」 專 案 計 劃 所 發 展 的 一 套
XML/Metadata 通用系統 – Metalogy，說明
其系統特色、架構、功能及使用方式。 

 
2 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  

國家科學委員會（簡稱國科會）為了加強人
文社會科學的研發以及科學教育工作，從
1998年五月開始推動「迎向新千禧一以人文
關懷為主軸的跨世紀科技發展」方案。「數位
博物館」專案即為此方案中的計畫之一，其
主要目標為：整合建置一個適合國情並具有
本土特色的「數位博物館」，以發展教育性網
際網路內涵。2藉由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建立
並推動文化、藝術、科技等教育性網站內涵
的典範，使一般大眾得以不受時空限制，隨
時上網檢索或瀏覽並利用其資訊，進而豐富
人民生活的內涵與享受終身學習的樂趣。3 
此外，更希望藉由數位典藏的推動，刺激多
媒體數位典藏技術與產業之發展。 

「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自 1998年八月
推動以來，目前已進入第二階段。國科會在
第一年首先邀集中央研究院、臺灣大學、清
華大學等已進行數位典藏與相關技術研究的
專家學者，共同建立一個「數位博物館」的
推動與合作機制。該專案的推動大致區分為
主題計畫以及技術支援等兩大類。4 另外，
還有「推廣教育計畫」，係培養數位典藏種子
人才，並將主題計畫與技術支援計畫推廣給
各界使用。 
從內容來看，第一階段的主題計畫包括

了本土風情和傳統文化兩方面。在本土風情
方面，有二個綜合性質的人文主題計畫，即：
淡水河溯源（臺灣大學圖書館）和臺灣原住
民— 平埔族群（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在自然科學與自然生態方面則有：蝴蝶生態
面面觀（暨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與自然科學
博物館）、臺灣的魚類（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
所）和臺灣本土的植物（中央研究院植物研
究所）。在傳統文化方面有：傳統思想與文學
（四書、老莊、唐詩）（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
究所籌備處）、不朽的殿堂--漢代的墓葬與文
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火器與明
清戰爭（清華大學歷史系）等三個計畫。5 
在共通技術支援的系統方面，第一階段

已著手建立的有：關於時間、空間和語言文
字等共同的座標體系，此即人文與自然資源
地圖（中央研究院計算機中心）和搜文解字
─語文知識網路（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籌備處）兩個計畫的主要內涵。此外，還有
一些共同的資訊技術項目，包括：資源組織
與檢索之規範（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
統評估（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以及數位
典藏系統先導計畫（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
究所）等。資源組織與檢索之規範為主題計
畫建立中文詮釋資料交換格式、索引典以及
檢索與搜尋等規範，使各主題系統具有國際
化的透通性。系統評估以淡水河溯源計畫為
例，建立主題系統建置過程中的各項評估規
範與準則，促使各主題系統具有較高的品質
與傳播效果。6 
數位博物館專案推廣辦公室（臺灣大學

圖書館）成立於 1998年八月，其目的在於培
育數位典藏種子人才，並將計畫成果擴散而
廣為社會各界運用。推廣辦公室透過研討
會、教師網路素養訓練班、專業訓練課程、
媒體專文介紹、電子報傳送等方式，加強臺
灣地區典藏單位與產業界對數位圖書館與博



 

 

物館的認識，提昇民眾的興趣，充實中小學
教師使用網路資源能力，並培養建置數位圖
書館與博物館的專業人才。7 

目前，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已進入第二
階段，執行期間為 2000年一月至十二月。本
階段開放並擴大參與的單位，在近九十件申
請的主題計畫中核准十二件，包括：1.故宮
文物之美（故宮博物院）2.玄奘西域行（臺
灣大學哲學系）3.淡水河溯源數位博物館（臺
灣大學圖書館）4.臺灣民間藝術家數位博物
館之建置--以楊英風數位藝術博物館為例
（交通大學）5.臺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藝
術學院）6.臺灣建築史（義守大學）7.生命科
學數位博物館--人體奧秘展覽館（台北醫學
院）8.臺灣原住民--平埔族群數位圖書館與博
物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9.中小學
語言文學知識網路（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
所籌備處）10.尋回臺灣本土的淡水魚類（中
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11.中醫藥、針灸虛擬
數位博物館（中國醫藥學院）12.蘭嶼生物/
文化多樣性數位博物館（暨南大學資訊工程
學系）等。以上十二件計畫中，有四件計畫
（編號 3, 8, 9, 10）係延續第一年的計畫。8 

本階段之技術支援計畫則減為兩件：資
源組織與檢索之規範與系統實作（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以及數位博物館影像版權資
訊植入技術與軟體之開發（交通大學資訊工
程學系）。9 

 
3 資源組織與檢索之規範與系統實作  

在國科會的「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開始之
前，我們與一些圖書資訊學界的同仁於 1997
年三月在「臺大電子圖書館與博物館」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gital 
Library/Museum, NTUDL/M）計劃中成立了
「詮釋資料研究群」，著手於中文資訊詮釋資
料交換（Metadata Interchange for Chinese 
Information，簡稱MICI）之相關研究。工作
項目包括瞭解藏品之背景與特性、研究國內
外現有之詮釋資料格式、瞭解詮釋資料與資
料庫及整個系統之關係、以及潛在使用者的
資訊需求與搜尋行為。研究群認為，詮釋資
料格式的考量重點為符合藏品特性、提供使
用者必要的檢索點、未來與其他數位圖書館
資料交換上的共通性、以及編目著錄品質之
考量。NTUDL/M 數位化的藏品型態主要為
古文書，在瞭解古文書的性質之後，研究群
深入研究許多描述類似藏品之詮釋資料，包

括描述博物館藝術藏品的 CIMI (Computer 
Interchange of Museum Information) 
(http://www.cimi.org) 及描述檔案資料的
EAD，然而由於文化及藏品性質的差異，這
些詮釋資料無法完全滿足於中文特藏，因此
有必要積極從事中文詮釋資料的研究，這也
是「詮釋資料研究群」成立的主要目標。10 

1998年我們執行一項名為「資源組織與
檢索之規範」（Resources Organization and 
Searching Specif ication, 簡稱 ROSS）專案計
畫，2000年則繼續執行「資源組織與檢索之
規範與系統實作」，作為國科會「數位博物館」
專案計畫之下技術支援的分項計劃。ROSS 
(Resources Organization and Searching 
Specif ication) (http://ross.lis.ntu.edu.tw)計畫
的研究目標涵蓋在中文環境數位圖書館／博
物館中，有關於資訊組織與檢索各個層面的
重要議題；包括資料的儲存與管理系統的設
計、使用者資訊需求及查詢資料的方式、各
系統間整合等。 

ROSS 研究群於 1998 年十一月開始為
國科會「數位博物館」專案計劃展開古文書
之外其他藏品（器物、古地圖、圖像照片、
蝴蝶標本等資料）詮釋資料的制定。在制定
的過程當中，除了經常與專家們討論之外，
我們亦參酌相關數位博物館的著錄方式。
ROSS 計畫第一年的工作主要支援淡水河溯
源和蝴蝶生態面面觀兩個計畫的詮釋資料制
訂。ROSS 計畫第二年的工作則主要發展一
個能使各種詮釋資料並存的管理系統  – 
Metalogy，並提供有需要的各個主題計畫使
用。 

 
4 Metadata之意義與功能  

4.1 Metadata之意義  

所謂 metadata，在資訊組織界最普遍的解釋
是 ” data about data”，意指有關資料的資
料，即資料之描述性資訊，如圖書館的
MARC (Machine-readable cataloging) 
(http://www.nlc-bnc.ca/marc/emarc.htm) 記
錄，即為一種 metadata。但Renato Innella 認
為這種解釋，忽略了 metadata 最重要的概念, 
即其結構性, 他認為應將 metadata 定義為 
“ structure data about data” 此結構二字，使得
採用metadata 做組織資訊的方式和全文索引
(full-text indexing)有所區隔。11 對資料做描
述以建立索引的作法並非始於今日，但
metadata 一詞卻是在網路資訊出現後，才普



 

 

遍被使用的，且多指網路資源等電子資訊的
描述。國內翻譯名詞有詮釋資料12，元資料
13，超資料14，紛歧顯見。 

4.2 Metadata之功能  

Locan Dempsey 認為 metadata 的功能主要
有:15 

1. 找到資訊之位址 (location)﹔ 
2. 蒐尋資訊 (discovery)﹔ 
3. 紀錄資訊 (documentation)﹔ 
4. 評估資訊 (evaluation)﹔ 
5. 選擇資訊 (selection)﹔ 
6. 其他。 
 
Renato Iannella 及 Andrew Waugh也提

出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 metadata 主要用
來：16 

1. 概述資料之內涵 
2. 讓使用者查到該資料 
3. 讓使用者決定該資料是否是他所要
的 

4. 避免使用者存取該資料（如禁止兒
童使用某類資料） 

5. 讓使用者檢索、複製資料 
6. 指示應如何解譯該資料（例如說明
資料之格式、編碼、加密的情況） 

7. 用來決定可檢索哪一個資料（若資
料可多種格式存在） 

8. 說明資料使用的合法情況 
9. 說明資料之歷史，如說明其原始資
料為何，及其他的改變 

10. 說明資料之聯絡人，如擁有者 
11. 指示該資料與其他資源的關係 
12. 控制資料的管理 
 
但就資料庫系統而言，metadata 則直指

資料庫管理系統之架構(schema)，且其對
metadata的討論偏重在如何藉由 metadata 的
使用，以達到多資料庫系統(multi-databases)
的互通(interoperability)等問題。香港科技大
學的 Pamela Drew及 Jerry Ying認為傳統的
metadata 被定義為:有關資訊源的靜態觀點(a 
static view over some source information)，此
觀點通常由 metadata 應如何讓使用者蒐尋
及存取資訊源之角度來思考。但是現在，因
整個廣域網路中資訊源需互連，故而傳統
metadata 的範圍與角色也隨之改變。所以，
他們認為，現在的 metadata 應滿足三項需

求:17 
1. 促使系統互通，而不只是在提供摘
要性資訊﹔ 

2. 當越來越多的資訊被電子化時，
metadata 模組應能讓電腦連接資訊
源並自動擷取 metadata﹔ 

3. Metadata 管理系統應能定期核對原
始資訊源，以確保 metadata資訊的
正確性。 

 
Jeff Rothenberg認為和一資料庫有關之

metadata 有三類:18 
1. 協助或限制檢索的 metadata﹔ 
2. 作為分享與互通之用的 metadata﹔ 
3. 表達資料特性及作為索引資料的

metadata。 
 
同時 Jeff Rothenberg 更進一步的將

metadata 分為三種層次，每一層中所包含之
資訊如下:   

1. 資料庫層次之 metadata  (database 
level metadata) 

2. 資 料 項 目 層 次 之 metadata 
(data-element level metadata) 

3. 資料值層次之 metadata  (data-value 
level metadata) 

4.3 Metadata相關之課題  

如果將 Jeff Rothenberg的三種層次再進一步
詮釋，我們也可以說metadata 的設計必需考
慮三方面的問題，一是語意(semantic)、二是
結構(structure)、三是語法(syntax)。 
此外，分散式資訊的整合檢索雖不是

metadata 的直接內涵，但在網路環境中是一
個重要的課題，而且相關標準的設計和
metadata 息息相關。茲分別說明如下： 
1. 語意問題 (semantics)： 
Metadata的語意內涵乃根據資料的特性及使
用者的需求而定，它探討的問題包括應該描
述資料的那些屬性？屬性的名稱如何命名？
描述該屬性時所根據的資訊來源為何？以及
該屬性內容是否應根據索引點或權威檔來描
述？AACR2 (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Second Edition) (http://www.libraries. 
psu.edu/iasweb/personal/jca/aacr/) 、 Dublin 
Core、AAT (Art and Architecture Thesaurus) 
(http://shiva.pub.getty.edu/aat_browser/) 、
LCSH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 
(http://lcweb.loc.gov/cds/lcsh.html) 、 LCNA 



 

 

(Library of Congress Name Authority File)等
屬於此類標準。 
2. 結構問題 (structure)： 
決定了資料應描述屬性後，接下來的問題是
建立屬性的結構。屬性的結構在呈現屬性之
間的關係，使得屬性的描述清晰易懂、不疊
床架屋，且便於程式的撰寫。MARC、DTD 
(Document Type Definition)、RDF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http://www.w3.org/ 
RDF/)等所關心的即是這個層次的問題。 
3. 語法問題 (syntax)： 
要使 metadata具備互通性，可以在不同系統
之間交換，則包裝 metadata 的語法是非常重
要的部份。猶如 ISO 2709在不同的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之間穿梭自如，HTML 是使得
WWW 文獻能在不同系統間交換的主要功
臣、而 SGML、XML是電子圖書館/博物館/
檔案館系統用來標示其Metadata及全文資料
的標準語言。  
4. 整合檢索的問題 
即使每個系統都根據相同的metadata描述資
料，但各系統的索引模式與檢索指令仍會不
同，因此使用者往往必需學習不同系統的檢
索介面及指令以查尋不同的系統。當資料庫
很少的時後，這樣的學習還可忍受，若資料
庫很多時，太多檢索指令及介面的學習則毫
無效率可言。更何況在電子圖書館/博物館/
檔案館領域中，不同學科領域或資訊類型往
往使用不同的 metadata。因此分散式資訊的
整合檢索在網路環境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
題。Z39.5019、START (The Stanford Protocol 
for Internet Retrieval and Search)等即屬此類
的標準。 

 
5 中文詮釋資料交換格式  

中文詮釋資料交換格式（MICI）乃以 Dublin 
Core十五個基本欄位為主要的架構。但是為
了描述文化遺產豐富的屬性、更精確表達描
述藏品的語意，MICI按照藏品類型特色，在
相關欄位下，搭配欄位修飾語（ element 
qualifier）的使用，不僅可以擴大其應用的範
圍，同時也具有國際性。我們將以 DC核心
集為基礎並加上自行定義的欄位修飾語的詮
釋資料格式稱為MICI-DC。 

 
5.1 都柏林核心集 Dublin Core 

Dublin Core起源於 1995年由 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與國家高速電腦應

用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upercomputer 
Applications, NCSA）於美國俄亥俄州的
Dublin 共同召開了一個詮釋資料研討會
(OCLC/NCSA Metadata Workshop)，提出為
網路資源提供詮釋資料的議題，以期支援跨
領域的資源搜尋。都柏林核心集 (Dublin 
Core，簡稱 DC)詮釋資料是一種專為網路上
電子資源所設計的詮釋資料格式，原為網路
資源著作者設計，目的為輔助跨領域網路資
源的搜尋；但卻引起博物館界、圖書館界、
政府機關與商業團體的廣大響應。因此 DC
工作小組邀聚各界學者專家，探討如何在
DC 核心集上，發展跨學界的國際共識。參
與並推廣 DC的國家遍及世界，共有 20多個
國家。DC 的優勢是簡單易用，若能推廣成
為標準，具備跨領域的語意共通性後，就能
進行跨領域的資訊交換。此外，DC 具有延
伸性，能夠記錄架構、並描述較為複雜的語
意。目前 DC（語意─資源的描述）與 RDF
（架構） 及 XML（語法）結合，三者各自
獨立、但彼此互補。 

DC 是一種詮釋資料格式，基於國際的
共識，定義了在網際網路的作業環境中，描
述資源的基本資訊（http://purl.org/dc/）。由
於 DC 的目的是要讓資源的創造者或出版者
自行建立資源的詮釋資料，格式簡單易用為
其一大特點。都柏林核心集的格式雖然簡
單，但為了符合使用者的不同需要，仍然維
持了相當的延展性（extensibility）及可變性
（modifiability）。十五個欄位名稱如下：題
名（Title）、創作者（Creator）、主題（Subject）、
簡述（Description）、出版者(Publisher)、貢
獻者（Contributor）、日期（Date）、類型
（Type）、資料格式（Format）、辨識資料
（ Identifier ）、來源（ Source ）、 語 文
（Language）、關連（Relation）、時空涵蓋範
圍（Coverage）、權限範圍（Rights）等。 
簡 易 DC（ Simple Dublin Core or 

Unqualified Dublin Core）是沒有用到修飾語
的 DC 詮釋資料。換言之，欄位是以十五個
DC 詮釋資料欄位來表達屬性，並未進而定
義著錄架構、修飾語值或是其他的處理資
訊。DC修飾語（Qualified Dublin Core）的
詮釋資料則定義了著錄架構、控制詞彙、或
是表示出詮釋資料的欄位值是 compound 或
是 structured 的。DC 修飾語應用了其他資
訊，以提高詮釋資料的精確度。例如，日期
可以進而細分為最後修改日期、出版日期，



 

 

並以特定的著錄方式著錄，以免產生模稜兩
可的解釋。主題欄位可以從某個特定的控制
詞彙選單（如US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LCSH）來著錄。 

 
5.2 MICI-DC 

目前MICI-DC可處理的資料類型包括：古文
書、地圖、圖像/照片資料、器物以及故宮的
書畫、器物與文獻（佛經、佛經圖繪）。除採
用 DC 制訂之修飾語外，也根據各典藏單位
之需求自行定義相關修飾語，使用者可自行
選擇 DC15 個欄位與修飾語，並視需求調整
欄位順序，在遵循國際標準外，同時提供最
大彈性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5.3 MICI-DC著錄手冊  

為讓使用者更易於著錄 MICI-DC，我們製作
了MICI-DC著錄手冊，根據 15個欄位及其
修飾語做語意上的說明，並提供相關範例，
讓一般使用者可以自行選擇彈性運用，不需
假手他人。 

 
6 XML/Metadata系統發展實例-- 

Metalogy系統介紹  

XML具有SGML的特性，又不似SGML那麼
複雜；XML便於在網路上傳輸，又提供
HTML所沒有的彈性及精確性，所以它已成
為網路界及資料庫界積極支持的語言。因
此，當ROSS要設計一個metadata管理系統
時，也決定採用這種語言，做為資料庫間交
換資料的主要依據。但是除了語法外，如前
所述，尚有語意的問題，由於目前已發展出
來的metadata 格式相當的多，同時，為了能
表達各類型各主題資料之屬性，尚未發展
metadata格式的領域可能還會發展出該領域
的metadata格式，所以一個有彈性的metadata
管理系統，不能只是針對一種metadata 格式
來開發，而應該能讓使用單位自己決定要用
那一種格式。所以，開發一個XML/Metadata
的通用性系統正好可以滿足這種需求，這也
是Metalogy這個系統最主要的特色。詳細設
計理念及架構說明如下： 

 
6.1 Metalogy (version 1.0) 系統特色與架構  

Metalogy是ROSS在國科會數位博物館專案
下 20 ， 費 時 一 年 多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XML/Metadata 管理系統，這個系統可以用來
建立數位博物館、數位圖書館、數位檔案館

或任何主題資料之資料庫。它具有利用DTD
建立資料庫、編輯 metadata、編輯權威檔(或
索引典)、查詢(含 Window 介面及 Web 介
面)、及轉入及轉出 XML 記錄等功能，此系
統之特色主要有下列數端： 

a. 系統 schema依據輸入之DTD決定。 
b. 系統允許使用多種不同之 DTD。 
c. 多種不同格式資料能夠同時被檢索。 
d. 允許使用者依據 schema 調整內定之
欄位格式與使用條件。 

e. 具有親和的介面讓使用者自訂超連
結、索引、檢索及顯示欄位。 

f. 資料轉入與轉出能依循所屬之 DTD
格式。 

g. 系統能判定轉入之資料是否符合指
定之 DTD格式，以及執行重複查核。 

h. 系統能處理欄位式結構、多媒體結
構、與全文。 

i. 系統包含存取控制(access control)、
異動記錄(transaction log)等系統管理
功能。 

j. 提供有 Web 查詢功能，可讓一般使
用者透過WWW查詢資料庫。 

Metalogy系統之架構主要如圖一所示。 
 

6.2 系統開發工具及目前已發展出來之功能  

Metalogy 所使用之開發工具為 Delphi 5.0，
Web Searching所用之程式語言為ASP，後端
可用的資料庫管理系統為 Oracle 及 SQL 
server。 
目前Metalogy已開發出來的功能包括： 

1. 載入 DTD，建立資料庫 
只需要載入任何一種 XML DTD，即會建
立對應之資料庫，並產生編目畫面。 

2. 定義資料庫之 schema 
由於 DTD在宣告上並不具備資料格式、
特殊處理轉換、輸入長度、所屬權威款
目、索引種類等欄位定義，雖然在轉入
DTD時，系統會依照該 DTD自動產生，
但仍需要人工檢視、定義。 

3. metadata 編目功能 
選擇所要編目的資料庫後，可以新增、
修改或刪除某筆記錄。當編輯某一筆記
錄時，能依據資料庫之 schema，針對某
一欄位提供複製、刪除、插入子欄位、
代碼、權威控制、與連結多媒體檔案等
功能。並可直接呼叫查詢畫面，讓使用
者能快速查檢所欲維護之記錄。 



 

 

 
 
 
 
 
 
 
 
 
 
 
 
 
 
 
 
 
 
 
 
 

4. 索引典建立及權威控制功能 
建立索引典或權威檔之流程完全同一般
編目資料，系統會自動依據資料庫之
schema 執行權威控制。 

5. 數位化資料的管理與描述 
可對單筆多媒體檔案進行簡略編目，若
有大批多媒體檔案需同時匯入，也可以
採取批次匯入的功能，以節省人工作業。 

6. 一般查詢功能 
可以選擇一個（含）以上或所有的資料
庫執行，提供精確或模糊查詢、同音、
及布林邏輯運算等查詢功能。 

7. 權威款目參照查詢功能 
同一般查詢功能。 

8. 轉入 XML記錄 
Metalogy 透過 XML 和外界做資料交
換，只要系統存有該 XML DTD，即可接
受該 DTD之 XML檔，檔案內可存一筆
或一筆以上的紀錄，但不接受一個 XML
檔內有不同 DTD格式之記錄。為避免資
料重複，也可事先設定轉入之判斷條
件，針對一個（含）以上的欄位，進行
查核的動作。 

9. 載出 XML記錄 
可以選擇系統流水號或依指定的日期來
載出 well-formed的 XML檔案，以供外
界存取。除了可以在載出時設定相關參
數外，也提供事先設定欲載出或不載出
欄位之功能。此外，透過查詢功能來達
到此一目的。 

10. 使用者權限控制 
提供使用者管理功能，來設定使用者之
基本資料，及其操作權限。登錄系統時
需輸入使用者代碼與密碼，完成確認
時，系統會記錄此一使用者允許使用之
權限。 

11. 訊息管理 
指定各錯誤訊息之說明內容、圖示、與
按鈕種類。主要目的是提供系統在不須
重新編譯的情況下，能夠隨時依使用者
實際需要修改顯示的訊息內容，以避免
部份訊息用語含糊或術語不夠專業，造
成使用者誤解。 

12. Web 查詢功能 
提供與Metalogy系統內部相同之檢索功
能。 

 
6.3 Metalogy操作手冊  

為了便於使用者利用本系統，我們也製作了
Metalogy操作手冊，以圖示法詳細說明本系
統的安裝、設定、使用及操作方法，相信透
過本手冊，使用單位可以不假他人的幫助，
輕易的就能使用自如。 

 
6.4 Metadata及 DTD範例  

設計數位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之際，一定
會針對要處理的資料設計Metadata，而要使
用 Metalogy，也一定要將 Metadata 以
XML/DTD 來表示。由於 Metadata 及 DTD

圖一：Metalogy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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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訂定需要對使用者之資訊需求及所處理的
資訊屬性深入了解，也需考慮系統的互通
性，相當費時，最好能使用既有之標準。我
們今年為故宮博物院的數位博物館計畫設計
了幾份Metadata及DTD，包括：書畫metadata
及DTD、器物metadata及DTD、文獻metadata
及 DTD、展覽 metadata 及 DTD、參考書目
之 metadata 及 DTD、人名權威檔之 metadata
及 DTD、主題權威檔之 metadata 及 DTD、
地名索引典之 metadata 及DTD、時代索引典
之 metadata 及 DTD，同時也有著錄手冊及著
錄範例。 
 

7 結語  

Metadata技術是數位圖書館系統的核心，而
XML 是目前 metadata 最普遍採用的語言。
Metadata 的格式相當多，如 EAD、GILS、
FGDC、MARC、CIMI、TEI、DC等，尚有
很多格式是根據上述這些格式設計的；此
外，一個機構的資料類型可能有很多種，也
可能會採用多種 metadata 格式，這都是數位
圖書館與傳統圖書館不同之處。因此，設計
metadata 管理系統時，不能只針對一種格
式，而應該以 XML 為核心，能兼容並蓄各
種 metadata 格式是比較適當的，Metalogy就
是在這樣的理念下發展出來的系統，目前
Metalogy是免費的，歡迎各界索取使用，並
回饋意見，做為修正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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