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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家文化資料庫
行政院文建會
◦ 計畫運用「數位典藏科技」進行全國地方
性文化藝術資源的蒐集、保存與展示

執行方式
◦ 資料內容：分散建置、集中管理
◦ 檢索介面：委外交由包商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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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建置
原始資料來源
◦ 中央與地方文化機關／單位收藏的化資料
 國立台灣博物館、國立台中圖書館、國立台灣工
藝研究所、國立台灣美術館、各縣市文化機構等

◦ 藏於民間的文化資料
 地方文史工作者、私人博物館、美術館、創作者
或業餘收藏家、文化藝術團體、文化藝術產業等

依照文建會提供的metadata 格式製作
數位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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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管理
 metadata 採用 dublin-core 為標準，
並將所有資料分為15大類
◦ 美術、音樂、戲劇、舞蹈、漫畫、文學、
建築、電影、古地圖、器物、報紙、漢詩、
古文書、新聞

文建會將各執行單位所建立的
metadata 及數位化資料蒐集，並成立
國家文化資料庫的網站對外開放民眾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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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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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似乎一切都很完美？
建置計畫在民國96年結束
廠商所建置的檢索網站未因應時代需要
變遷進行改善與推廣
◦ 造成所蘊藏的台灣數位文化資料藏困於網
路資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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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化資料庫 2.0
鑑於上述諸多原因，國立臺灣大學數位
點藏研究發展中心便向文建會提出「國
家文化資料庫永續經營計畫」

目標
◦ 持續維護「國家文化資料庫」之數位文化
資產
◦ 改善系統介面，協助使用者更便利取用
◦ 發展得以強化、重構既有物件詮釋資料
◦ 整合臺大數位典藏之精選成果，形塑更豐
富的臺灣文化資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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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系統有何問題？
在仔細觀查目前國家文化資料庫之後，
我們發現有三個主要的問題：
◦ 資料分類的問題
◦ 資料內容不齊全的問題
◦ 檢索/呈現介面功能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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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的問題 (1)

國家文化資料庫原先採用：15大類的
分類，分別是：
◦ 美術、音樂、戲劇、舞蹈、漫畫、文學、
建築、電影、古地圖、器物、報紙、漢詩、
古文書、新聞

分類造成問題：
◦ 每筆資料只可被歸類到一種分類中
◦ 不在這15大類中的資料該怎麼被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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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的問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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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得先決定
好，我要找哪一
種類型的資料？



但每筆資料只可被歸類到一種分類中：
◦ 搜尋：雲門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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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的問題 (3)

以這筆資料來說，
應該放在：「舞
蹈」、「戲劇」
還是「文學」呢？



「每筆資料只可被歸類到一種分類中」
所產生的問題：
1. 在國家文化資料庫中有許多資料類似剛
剛的例子，由於一筆資料不能同時被歸
類在多個分類中，所以前置的15大類變
成失去原本的立意

2. 每個建立資料的單位多半照當時所執行
的計畫下去做分類，如「華藝老照片計
畫」中的資料就全部被歸類為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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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的問題 (4)



不在這15大類中的資料該怎麼被分類？
◦ 瀏覽：「古文書」分類→「臺博館---(95年)
動物學門館藏資料數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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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的問題 (5)



「不在這15大類中的資料」所產生的
問題：
◦ 很明顯的，由於15大類中沒有「標本」或
「生物」等分類，因此這批資料就被分類
在當時執行的「古文書類計畫」的「古文
書類」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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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的問題 (6)



資料內容不齊全的問題 (1)

資料內容不齊全：
◦ 搜尋：孔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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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內容不齊全的問題 (2)

有些資料的
metadata雖然齊
全，但卻少了
「時間」與「地
點」這些較具代
表意義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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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內容不齊全的問題 (3)



資料內容不齊全產生的問題：
1. 國家文化資料庫中「未具標題」的資料
共9,826筆，在檢索結果列表頁呈現時讓
使用者難以辨識

2. 許多資料創作者根本不詳或未填寫，放
置在檢索結果列表頁也失去原本的意義

3. 日期時間資料無統一格式，如：
1. 1988-2-27
2. 1988年2月27日
3. 民國77年2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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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內容不齊全的問題 (4)



檢索/呈現介面功能的問題 (1)

檢索/呈現介面的問題可以分成：
◦ 檢索結果的資料排序問題
◦ 介面功能太過薄弱
◦ 未提供將資料間關連性連接起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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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結果的資料排序問題
 搜尋：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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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呈現介面功能的問題 (2)



明明是搜尋「澎湖」，檢索結果列表頁
的第1頁前9筆卻全部都是以「蔣經國」
為標題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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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呈現介面功能的問題 (3)

實際上，前24頁的
212筆資料全部是主
要標題為「蔣經國」

的資料



介面功能太過薄弱，目前介面只提供：
◦ 左邊 - 檢索結果分類(15大類)
◦ 右邊 - 檢索結果列表
◦ 介面功能薄弱，有點跟不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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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呈現介面功能的問題 (4)



檢索/呈現介面功能的問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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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供將資料間關連性連接起來的功能
◦ 資料與資料之間其實有其關聯性，例如：
 搜尋「雲門舞集」的使用者，或許會對「舞蹈」
或「林懷民」或「其他藝文類表演」有所興趣

 目前的介面則並沒有辦法將這些關鍵詞串聯起來

◦ 另外，國家文化資料庫中其實有：
 人物 / 團體權威檔
 辭庫

◦ 卻沒有將這些權威檔與銓釋資料做連結，
實屬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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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呈現介面功能的問題 (6)



解決方法
仔細分析這三種問題後，我們分別研究
出各自的解決方式：
◦ 資料分類的問題
 改採用「檢索後分類」的方式取代前分類

◦ 資料內容不齊全的問題
 以自動化的方式補充資訊

◦ 檢索/呈現介面功能的問題
 為檢索結果做排序
 豐富化介面功能，並導入web2.0等新型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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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釋資料清理 (1)

接手3,000餘萬筆原始metadata XML
檔案後，我們首先進行資料分析工作

由於分散建置的關係，資料可能出自數
十個不同單位，因此填寫格式差異甚多

所以我們針對這樣差異太大的資料，設
計了一套以「主題」為起點的清理程序，
稱之為 SO-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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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導向標準作業程序 (SO-SOP, 
Subject Oriented –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SOP中的成員
◦ 主題辭典
◦ 主題領域專家
◦ THDL (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
◦ 自動化工具

27

銓釋資料清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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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釋資料清理 (3)



自動化工具：
◦ 刪除冗餘欄位、重覆資訊
◦ 作品日期正規化 (YYYYMMDD)
◦ 作品地點內容資訊補充
◦ 作品地點經緯度座標資訊補充
◦ 作品關鍵詞資訊補充
◦ 原件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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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釋資料清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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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主要名稱：古歌十一：
諷刺;(1)=>其他名稱：
arumiqan

主要名稱 |  古歌十一：諷刺

其他名稱 |  arumiqan

照片5x7;照片5x7;照片5x7;照片
5x7;照片5x7;照片5x7;照片5x7;
照片5x7;照片5x7;照片5x7;照片
5x7;照片5x7;照片5x7;照片5x7;
照片5x7;照片5x7;照片5x7;照片
5x7;照片5x7;照片5x7;照片5x7;
照片5x7…

照片5x7

熱河戰役(義勇軍作戰) 熱河戰役︵義勇軍作戰︶

主要名稱 | Copper Ore 銅礦
作品類型 | 礦物

主要名稱 | Copper Ore 銅礦
作品類型 | 古文書

銓釋資料清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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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名稱
蔣經國陪侍蔣中正遊日月潭簽名
留念。

主要名稱
蔣經國陪侍蔣中正遊日月潭簽名
留念。

作品地點 作品地點 日月潭

主要名
稱

台灣省主席陳大慶，廿四日上午前往屏
東縣視察霧台鄉山胞生活，受到學童們
的熱烈歡迎。

主要
名稱

台灣省主席陳大慶，廿四日上午前往屏
東縣視察霧台鄉山胞生活，受到學童們
的熱烈歡迎。

關鍵詞 關鍵
詞

陳大慶;屏東縣;霧台鄉;台灣省主席;山胞;
學童

主要名稱 主要名稱 慶祝國慶台鹽花車盛裝遊行-6

並列題名 慶祝國慶台鹽花車盛裝遊行-6 並列題名

例一 暖暖 25.0836163, 121.748042

例二 基隆奠濟宮 25.127894, 121.744404

銓釋資料清理 (6)



建立新版檢索介面
網址：

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
強化檢索介面功能：
◦ 檢索結果依重要性排序
◦ 檢索結果可以「時間」觀點或「空間」觀
點做為觀查角度
◦ 關鍵字標籤雲
◦ 檢索後分類
◦ 相關資料推薦系統
◦ 檢索關鍵字建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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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呈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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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孔廟

資料將以與檢索關
鍵字「孔廟」之間
的相關性及重要性
做為排序，越高的

排在越前面



新版國家文化資料庫 34

系統呈現 (2)

搜尋：澎湖

搜尋「澎湖」將不
再出現前面 200 多
筆資料都是「蔣經

國」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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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布袋戲

系統呈現 (3)
人物/團體權威檔將
和檢索結果結合，
強化資料與權威檔
之間的關連性



系統呈現 (4)

「時間」觀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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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間軸的方式列
出各年分的資料



系統呈現 (5)

「時間」觀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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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單獨顯示某一
單一年份的資料

再以月為單位各別
列出每個月的資料



空間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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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呈現 (6)

導入GIS地理資訊
系統呈現空間資訊



關鍵字標籤雲
◦ 檢索：教會
◦ 相關度越高的關鍵字詞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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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呈現 (7)



檢索後分類
◦ 檢索：苔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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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呈現 (8)

不再屬於「古文書」
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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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呈現 (9)



相關資料推薦系統
◦ 檢索：李天祿 → 檢視「李天祿的掌中世界

(國家文化資料庫編號：00061045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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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呈現 (10)



系統呈現 (11)

檢索關鍵字建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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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謝謝您的聆聽，也敬請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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