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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

LAM (Libraries, Archives, Museums)

GLAM (Galleries, Libraries, Archives, Museums)

MLA (Museums, Libraries, Archives)

皆是文化資產機構/文化記憶機構

近年來, 有越來越多LAMs 整合與混搭式服務



Wellcome Collection

Reading Room











文化記憶機構各社群的
不同類型標準及舉例

LAM & 
Standards

資料結構／
資料模型

資料內容
(編目規則)

資料值

圖書館 MARC 21, 
BIBFRAME

AACR, RDA DDC, LCSH,
中國圖書分類法

檔案館 EAD,
EAC-CPF

ISAD(G), DACS ISAAR(CPF), 檔案管理
局國家檔案分類

博物館 VRA Core, 
CDWA, 
CIDOC CRM

CCO 
(Cataloguing
Cultural Object)

AAT, TGN, ULAN, IA, 
ICONCLASS





建立核心元素

• 創作者與創作內容
• 作品的創作資訊

• 誰創作這個作品?

• 若無創作者名字，其文化來源為何?

• 在那裡創作(地點)?

• 何時創作(時間)?

• 描述與鑑別資訊
• 提供足夠的資訊，以說明作品，並與其它作品有所區分

• 作品是什麼?

• 名稱是什麼?

• 其類型與標題是什麼?

• 主題是什麼?

• 是用什麼材料製作的?



The Eiffel Tower at Twilight by Brassai, 1932 看我的歐行腿▐艾菲爾鐵塔, 2016

我在編什麼?  作品與圖像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9&cad=rja&uact=8&ved=0ahUKEwiWx_6zpvDWAhXMerwKHcE8DSQQFgg-MAg&url=http://www.filmsnotdead.com/the-eye-of-paris-brassai/the-eiffel-tower-at-twilight-1932/&usg=AOvVaw1OnLtVDg7GvtjIXmUHZMiF


我在編什麼?
複雜作品的圖像

天堂之門
主教座堂博物館
（Museo dell'Opera

del Duomo）

佛羅倫斯聖若望洗禮堂
東面的正門
1452年
青銅製
聖經10個故事



作品／權威檔／影像之間的連結

聖若望洗禮堂

天堂之門

義大利

托斯卡尼

佛羅倫斯



清 乾隆 竹絲纏枝花卉紋多寶格圓盒（內附珍玩27件）徑18.5公分 高24.5公分

相關作品_內在關係_整體與部分

楊大章畫花卉







Claude Monet
French, 1840-1926
Stacks of Wheat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End of Summer]
夏末

[End of Day, Autumn]
秋天傍晚

[Sunset, Snow Effect]
夕陽雪景

相關作品_系列關係

莫內
「乾草堆」系列畫
美國芝加哥藝術機構

http://www.artic.edu/aic/collections/artwork/14624?search_no=18&index=1


Meules, milieu du jour [Haystacks, midday] 中午
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

Haystacks, (Sunset) 夕陽西下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Self-Portrait with Portrait of Émile Bernard(Les misérables)
Paul Gauguin, 1888
oil on canvas, 44.5 cm x 50.3 cm 
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

Self-Portrait with Portrait of Gauguin 
Émile Bernard, 1888
oil on canvas, 46 cm x 56 cm 
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

相關作品_外在關係
(高更)自畫像與伯納德肖像 (伯納德)自畫像與高更肖像





類別(Class)
將藏品置於較廣內容中，以相似特性為基礎編目，包括材料、形式、

形狀、功能、出處、文化背景或歷史與風格時期。



案例：奇美博物館典藏系統



作品名稱
記錄作品標題、識別片語或命名。

書名與文物題名之間的差異：

書本多有訂好的標題作為其本身的一部份，編目員抄下標題並作為題名檢索用途；

藝術或建築作品，本身通常沒有固定的標題讓編目者掌握。



作品名稱
可能來自不同的來源

通常由藝術家、收藏家或學者訂立。





作品名稱
可能來自不同的來源

• 許多作品，包括實用主義的作品、裝飾性藝術品、文物、地圖、

圖表、考古作品、民族誌資料以及某些建築等，本身沒有名稱時；

則需建立描述性的標題以幫助使用者加以辨識。



蝦蟆神像
族稱：赫哲族
材質：木
中央研究院歷史文物陳列館

繡花腰圍
族稱：苗族
材質：布
中央研究院歷史文物陳列館

青年宿舍模型Model of Laka
族群：泰雅族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

• 許多作品，包括實用主義的作品、裝飾性藝術品、文物、地圖、

圖表、考古作品、民族誌資料以及某些建築等，本身沒有名稱

• 則需建立描述性的標題以幫助使用者加以辨識



命名
作品名稱

• 標題可取材自主題內容或圖像學

• 必要時可以重覆使用其他元素中的專有名詞，可能包括作品所有者與
作品的關係，或者作品的使用／描繪地點等，以幫助使用者加以辨識



朝代+作者+
作品名稱+裝裱形式



命名
作品名稱

• 所有重要的作品標題或名稱都應該要被紀錄下來。

• 藝術或建築作品可能以不同的標題或名稱為人所知

• 標題會隨著歷史改變，若研究者了解其變化和作品先前的標題或名稱，將會
非常有用。





Drying Dyed Cloth 
Digital Collections, Duke University Library
Date 1917-1919
documentary photographs by Sidney D. Gamble (1890-1968)
http://library.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gamble_176-989/
Label text derived from Gamble's handwritten notes

蘇州
1929
89.4 × 115.5

杭州(Hangzhou) 
1917-1919

http://library.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sizes/gamble_176-989/
http://library.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sizes/gamble_176-989/
http://library.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gamble_176-989/


唐 西元618-907
唐人宮樂圖
絹 48.7X69.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

• 《石渠寶笈續編》及民國四十五年初版的《故宮書畫錄》，均按照原籤題，定為是元人畫；
• 《故宮書畫錄》再版時，曾參考部分學者的意見，改定成五代人所繪。
• 然而，晚近的研究者認為，〈宮樂圖〉中，舉凡人物的臉型、化妝、服飾、樂器及飲食器用

等，莫不與晚唐的時尚相侔合，所以民國七十八年新版的《故宮書畫圖錄》（一），再度易
名為〈唐人宮樂圖〉。



物理特性
尺寸

• 尺寸元素包括作品的面積、大小或比例尺。

• 紀錄尺寸的標準各有不同，是依據測量的作品類型而定，一幅二維的繪畫和

一座三維的雕像，其測量方式就不一樣；或者，根據作品形式而定，例如裝

框、固定於底座上或是裝置在另一物件上；建築、布品和時序媒體(如電影和

影片)需要不同的測量標準。



倫敦大學考陶爾德藝術學院畫廊
The Courtauld Gallery

對於藏品的描述與紀錄，目的是學術
研究，重視精準與詳盡。

綁繃帶的自畫像



物理特性
材料與技術

• 元素包括創作作品時所使用的物質與材料，以及任何生產或製造的技術、過

程或製作的方法。旨在闡明材料與作品之間的關係，以及所使用的技術。

• 材料是組成作品的呈現介質，在許多藝術形式中，運用在媒介(如油畫顏料或

粉筆)上的材料和呈現介質(如油畫布或畫紙)上的材料是有所區別的。

• 技術包含應用材料的工具、程序和方法，例如繪畫、蝕刻、筆、雕刻刀。

• 為了保證精準度，盡可能透過直接的物理檢測、實驗分析和研究來確定物理

特性的相關資訊。







風格、文化與年代順序資訊

• 風格、時期、群體或運動的命名，由專業領域的學界傳統而來。

• 通常風格或時期的命名是來自特定地點在特定時期使用的技術，如：「紅彩陶」、「黑彩陶」

和「點彩畫」就是以技術為基礎命名的風格。有些名詞，例如「超現實主義者」就是指一種

風格或藝術思想，不一定是跟特定時期或單一技法相關。風格的相似處也可能是學派觀念，

這可以指類似「垃圾桶畫派」的學派運動，或者像「日本狩野學派」的藝術家族或團體。指

向風格或時期的詞彙可以歷史朝代做為基礎，因此會有時間先後順序的參考，如：時期的限

定是根據相關的統治者或政府，而朝代的名稱，是用來指出中國、日本和埃及的藝術時期，

例如「明朝」。統治家族也提供時期和風格的名稱，例如「都鐸」或「斯圖亞特王朝」。風

格詞彙可以指某個特定君王的統治時期，例如「路易十四」、「拿破崙」或「維多利亞」。





地點與位置
目前地點/創作地點/發現地點

/先前地點
• 大部份的文化作品都有許多地理上的關聯性，包括：製
壺的國家；展出畫展的博物館；或是建築作品所在的村
莊建築物中的作品(如教堂中的壁畫)；擁有作品的博物
館等。
• 目前在哪裡?

• 之前在哪裡?

• 製作的地點在哪裡?

• 發現的地點在哪裡?



目前地點

• 目前地點元素包括藝術品或建築的
地理位置，以及目前收藏作品的建
物或典藏庫。目前地點對研究者和
大部份的藝術資訊使用者來說是很
重要的，若編目紀錄由單一機構製
作，那麼明確紀錄每一件作品紀錄
典藏和地理位置似乎是不必要的；
然而，當資料在機構間交換時或當
資料可以在較大的線上資源取得時，
這資料則需要包含在內，例如聯合
目錄。若目前地點不詳，則應該指
明這件事實，也應該納入已知的最
後所在地點。



創作地點
創作地點是製作、或生產作品的地方，也可能是我們假設作品的起

源地，通常是指一個地理位置，對檢索很重要。





發現地點
是作品被發掘或發現的地理位置，可以是一般或特定的地點，包含
出土地點和鄰近地區。當關於作品或其創作的資訊相當少，發現地

點就變得特別重要。





先前地點
包括關於作品所有權或收藏史的地點。與作品相關的展覽、借出紀

錄、保存和歷史內容地點也包含在內。







以地點為主題
於藝術品中描述的主題也會是一個地理位置。





決定主題

• 主題元素包含作品或圖像中的認知、描述或演繹。

• 當分析主題內容時，編目者應要能回答此問題：

• 這項作品是「什麼的」作品（屬於），或是「關於什麼」的作品（關於）?

• 「關於什麼的作品」(通常稱為about-ness)是以圖象特徵、敘述性、主
題性或象徵意義來定義的；而「什麼的」作品(通常稱為of-ness)，是某
個對象或非專業觀眾所看見作品中顯現的內容。

• 運用傳統藝術史方法，幫助主題分析：

• 第一層─描述，作品中描寫的一般元素(例如人)；

• 第二層─認知，具體主題，包含具名的神話、虛構、宗教或歷史主題(例如喬治
華盛頓)；

• 第三層─解釋，主題所代表的意義或主旨，且包含作品相關性的概念分析(例如
現化化)。



郭熙 (Guo Xi), 早春 (Early Spring), 1072 (Northern Song 
dynast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Hanging scroll.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8/86/Guo_Xi_-_Early_Spring_(large).jp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8/86/Guo_Xi_-_Early_Spring_(large).jp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8/86/Guo_Xi_-_Early_Spring_(large).jp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8/86/Guo_Xi_-_Early_Spring_(large).jpg


描述

• 包括描述性注解，類似於文章而較為簡潔的文本，對該著作的內

容與背景進行細節描述。

• 可使用自由文本記錄、評論與解釋，能補充、修飾或解釋許多其

他元素的內容。

• 包含單一、連貫的陳述，能涵蓋一些或所有該藝術或建築作品的

顯著特徵，或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包括對該主題的討論、其功能

或其重要性。







Vincent Van Gogh
L'Arlésienneen 1888
huile sur toileH. 0.925 ; L. 0.735
musée d'Orsay, Paris, France© photo musée d'Orsay / rmn

Vincent Van Gogh
L'Arlésienne: Madame Joseph-Michel 
Ginoux (Marie Julien, 1848–1911)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問題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