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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說明中央研究院資訊

科學研究所開發之「開放式數位典藏環境—

ODAE」數位典藏系統架構設計與實作流程，

並介紹本系統之特色與功能，期望透過經驗之

分享，可使未來在設計先進之數位典藏環境

時，能有實際範例可參考，並期望透過

ODAE 數位典藏系統之運作模式，可加速數位

典藏系統成為以人為中心的數位資源中心，幫

助學習與知識發掘，增進研究、科學、教育與

商業之發展。 

Keywords ：數位典藏、數位典藏系統、

ODAE 
 

壹、 前言 
隨著資訊科技不斷進步，以及網際網路的

蓬勃發展，通訊基礎建設也漸趨成熟，如何將

重要、珍貴的文化資產數位化保存，以多媒體

網際網路技術作為科學與文化知識推廣的工

具，並建構知識經濟的重要基礎，已成為目前

重要的議題。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於民國九十

一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為國家型計畫[8]，其目

的就是將珍貴的重要的文物典藏數位化，建立

國家數位典藏，以保存文化資產、建構公共資

訊系統，促使精緻文化普及化、大眾化，資訊

科技和人文融合並推動產業和經濟發展。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為了提供易

於使用、功能完整並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數位化

典藏環境，投入大量精力與時間，整合了多種

先進的資訊技術，開發出一套開放式數位典藏

資料管理系統 ODAE（Open Digital Archive 

Environment）[1]，期望透過此系統能有效幫

助典藏數位化工作之進展。 

本研究的文章結構如下：第二章將探討數

位典藏環境相關的文獻資料，包括數位典藏工

作環境、Metadata 標準及相關已開發之數位典

藏系統，第三章探討 ODAE 數位典藏系統之

特色與架構，第四章說明系統功能與實作之流

程，文章最後則提出本研究之結論。 

 

貳、 文獻探討 
一、 Metadata 

發展完整數位典藏系統時，Metadata 管理

能力，是不可缺少的核心部份，Metadata 之定

義，已有許多學者如：Renato Innella、Locan 
Dempsey、 Jeff Rothenberg 等人對其作出解

釋，Metadata 的中文翻譯上也有多種說法如：

後設資料、詮釋資料、描述資料等，雖然各界

對 Metadata 看法分岐，但大體上 Metadata 功

能包括[12]： 

1. 表達資料內涵與特性 

2. 分享與互通資料 

3. 作為檢索、索引資料 

目前 Metadata 格式標準依不同領域有不同

的發展[6]，如一般性的 Dublin Core[9]、博物

館的 CDWA[13]、檔案資料的 EAD[10]、圖書

館使用的 MARC 等標準。而目前 W3C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所制訂的

XML[11]語言，可用來描述資料庫的欄位結

構，目前被廣泛應用在交換資料庫資料，也成



為 Metadata 最普遍所採用的語言[5]。目前

ODAE 數位典藏系統，也採用了通用性的

Dublin Core 與 XML 之 Metadata 標準，可用

來與其它數位典藏系統進行資料互通，並提供

了 Dublin Core 的資料管理與檢索之功能。 

二、 數位典藏工作環境 

根據先前的研究指出，典藏數位化環境為

支援資料、訊息、和知識的生產、傳播、使

用、與典藏的資訊生命週期的系統[3]，如圖

1，在此工作環境下，數位典藏系統應針對不

同類型的使用者與資訊型態，提供多樣化的工

具，以提高系統準確度與效能。 

ODAE 數位典藏系統的主要目標，就是為

了建置符合全世界華文使用者使用習性的多媒

體數位典藏的整合管理與服務環境，提供數位

化環境必需具備的：收集、校對、後製、典

藏、傳播、呈現、系統安全與管理及使用者服

務等各項數位典藏系統的基礎功能[4]，以提

供典藏數位化工作環境所需的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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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數位典藏工作環境[3] 
三、 數位典藏系統 

1 Metalogy 

Metalogy 是數位博物館資源組織與檢

索之規範﹙ROSS﹚在國科會數位博物館

專案下所開發之 XML/Metadata 管理系

統，系統可用來建立數位博物館、數位圖

書館、數位檔案館之資料庫；它具有使用

DTD 建立資料庫、編輯 Metadata、編輯權

威檔、權威控制、使用者權限控制、查詢

及轉入轉出 XML 記錄等功能，目前也免

費提供各界索取使用[7]。 

2 道邇資料庫製作工具—DORE III 

道邇資料庫製作工具（DORE III），

由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所開發，是一套資

料庫應用程式的快速開發工具。它以資料

綱要（schema），讓使用者以直覺、概念

化的方式，描述資料的整體架構；架構由

一個或多個實體（entity）組成，並以鏈

結表示兩實體間的關聯。綱要訂妥後，即

可產生關聯式資料庫與資料管理畫面的樣

版。樣版產生程式自動建立實體間畫面的

層級關係。資料管理者可直接使用 HTML 
樣版，或予以調整、美化。在功能上支援

資料管理畫面的操作，包括新增、查詢、

瀏覽、修改、刪除、鏈結管理、畫面層級

管理等[2]。 

與其它的數位典藏系統相比較，ODAE 系

統除了具有數位環境應有的基本功能，系統更

整合了多項資訊科技：使用外部 Search 
Engine 機制，搜尋範圍可不限於特定欄位，

並提供全文檢索的功能，在多媒體處理上，也

整 合 了 Video on Demand 系 統 ， 提 供

Streaming Video、Audio，在 Image 方面，亦

提供多媒體後製作自動處理工具之影像轉換處

理系統，因此，ODAE 系統可提供數位典藏工

作環境更為完整之資訊平台。 

 
參、 系統架構 

ODAE 數位典藏環境的設計理念，在於提

供功能完整的數位典藏開放性環境，讓各種不

同領域的典藏需求，透過此一資訊平台，提供

進行典藏數位化之使用者，輕輕鬆鬆的建立與

管理維護典藏品資料。為了達成使用者可自行

建立與管理典藏品的目標，ODAE 數位典藏環

境必需提供典藏資料之管理介面，讓使用者可



透過此一介面，自定 Metadata 元素、資料庫

欄位與屬性設定，並由 ODAE 系統自動產生

典藏品之相關典藏資料庫、典藏資料管理介面

與系統程式；而多媒體檔案（Image、Audio、
Video）部份，則透過媒體資料庫與典藏資料

管理介面整合，將多媒體檔案存放於多媒體資

料庫，而其 Metadata 資料存放在典藏管理系

統之 Metadata 資料庫，並由典藏管理程式自

動鏈結處理。透過此一作法，便可讓各個典藏

品獨立擁有各自的典藏資料庫、典藏管理介面

與多媒體儲存空間，而相互間都不會影響各自

的典藏系統運作，此一設計概念為 ODAE 典

藏管理系統開發時，關鍵核心之部份，如圖 2
所示。 

建立典藏
資料庫

Metadata元素 Metadata
範本集

典藏資料
管理介面

媒體資料庫

媒體資料檔案

資料庫欄位
與屬性設定

資料庫與
管理介面

自動產生程式

DTD

XML

Thesaurus

圖 2：ODAE 系統概念圖 

在系統設計上，為了提供典藏數位化工作

環境所需的完整典藏資訊系統，ODAE 典藏管

理系統整合了全文檢索系統、多媒體隨選播放

系統（VOD, Video On Demand）、典藏影像

預視瀏覽系統等技術，並可支援國際 Metadata 
通用標準 Dublin Core、XML 資料交換格式、

Database Schema 定義、多語言處理、後製作

管理、多媒体檔案系統管理等技術，而成為一

完整之數位典藏環境。 
ODAE 數位典藏環境之系統架構，如圖

3，主要核心為 ODAE Metadata 典藏管理系

統，它負責管理典藏品之 Metadata 與 Content
資料；並將這些資料存放於 Metadata Database

中，提供使用者透過系統自動產生的典藏管理

介面來管理典藏品，此外，它亦負責與其它多

媒體管理伺服器連繫，將媒體資料之 Metadata
資料存放於 Metadata Database，當使用者查詢

媒體資料時，Metadata 管理系統再連繫多媒體

管理伺服器，將媒體資料傳送給使用者。

ODAE Metadata 管理系統亦提供典藏品資料交

換之功能，透過 Exchange Server 可根據典藏

品之 Metadata 定義，將典藏品資料轉出成

XML 資料格式，或將其它數位典藏系統之

XML 資料格式轉入，達成典藏品資料交換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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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ODAE 系統架構圖 

Image 系統與 ODAE Metadata 管理系統整

合運作部份，Image 資料在經過後製作過程

後，將 Image 之數位資料輸入轉圖伺服器或接

圖伺服器，經資料處理後再將 Image 資料儲存

至 Multimedia Repository ， 而 Image 之

Metadata 資 料 則 存 放 在 ODAE Metadata 
Database 中，當使用者欲取得 Image 資料時，

則先透過 ODAE Metadata Server 查詢後，

ODAE Server 向 Image Server 要求 Image 資

料 ，Image Server 在 Image Repository 取得資

料後，將它傳回給 ODAE Server，ODAE 
Server 再將 Image 資料呈現給使用者，其系統

架構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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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Image 系統架構圖 
在 VOD 系統與 ODAE Metadata 管理系統

整合上，Video/Audio 媒體資料在錄製後，經

過後製作之程序，將 Video/Audio 之數位資料

轉入 VOD Server 中，並將媒體資料之

Metadata 存放於 ODAE Metadata Server 中，當

使用者查詢影音媒體資料時，ODAE Server 將
使用者所選擇的媒體資料傳送給 VOD 
Server，VOD Server 則將媒體資料直接傳回給

使用者，其架構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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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VOD 系統架構圖 

 
肆、 系統實作 

ODAE Metadata 典藏管理系統，使用

Windows NT 之作業系統，Application Server 

使用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IIS），並採

用 Active Server Page、CGI、Java 等程式語言

開發，資料庫管理系統則使用 SQL Server 
2000。 

ODAE Metadata 典藏管理系統主要提供系

統功能包括以下幾點，如圖 6： 

1. 典藏資料庫管理：提供新增、修改典藏資

料庫、XML 資料匯入匯出、HTML 網頁發

行與索引。 
2. 典藏品管理：提供典藏品欄位管理、建立

與維護典藏實體、修飾語管理、權威控制

詞管理。 
3. 資料建置：提供典藏資料基本的新增、修

改、刪除、查詢。 
4. 權限管理：提供群組、使用者帳號與密碼

管理。 
5. 檢索服務：提供全文檢索及 Dublin Core 進

階檢索。 
6. 輔助工具：提供修飾語範本交換。 
7. 系統維護：提供系統訊息管理與發行資訊

管理。 
8. 說明：提供系統宣告、系統操作說明與多

媒体即時播放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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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ODAE 典藏管理系統功能圖 

使用 ODAE Metadata 典藏管理系統建置

典藏品的運作流程，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步

骤，如圖 7： 



1. 建立管理群組：首先需建立屬於該典藏計

畫之獨立群組，以避免不同的典藏計畫間

相互衝突的情況。 
2. 建立使用者：建置該群組之使用者帳號。 
3. 建立品資料庫：建立典藏計畫存放資料之

Repository。 
4. 建立典藏品資料表：建立典藏計畫中，不

同典藏品所各自存放的資料表(Table)。 
5. 欄位建立與屬性設定：根據分析後的

Metadata 資料，建立典藏品資料表的欄位

結構與屬性設定。 
6. 自動產生資料庫與管理介面：將典藏計畫

中所定義的典藏品資料，透過系統自動產

生出實體的資料庫、管理介面與程式。 
7. 資料建置：將典藏品之 Content 與多媒體

資料輸入至典藏資料庫與媒體資料庫。 
8. 典藏資料管理介面：透過系統自動產生的

典藏資料管理介面，使用者可自行管理維

護典藏計畫內的所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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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系統操作流程 

關於 ODAE Metadata 典藏管理系統之畫

面眾多，無法逐一圖示，因此，本研究僅提供

部份系統畫面供參考，如圖 8 為典藏品欄位管

理之操作畫面。 

 
圖 8：ODAE 典藏管理系統畫面 

ODAE 所整合的 Image 處理系統，在

Image Server 端使用 Linux 作業系統，CGI 程
式語言開發，影像格式可支援 BMP、GIF、
JPEG 等多種影像格式，目前 Image 系統可提

供批次化影像格式轉換、原圖型縮小顯示、區

域放大顯示、無接縫圖型移動等功能，並可透

過一般瀏覽器直接使用，Client 端無需外掛其

它 Image 處理程式，可解決大型影像檔案無法

在網路上瀏覽之問題，其系統畫面如圖 9。 

 
圖 9：Image 處理系統畫面 

在 VOD 隨選視訊系統方面，VOD Server
端使用 Windows NT 作業系統，使用 Visual 
C++程式語言開發，並透過 ASP 程式語言與

ODAE 典藏管理系統整合，VOD 隨選視訊系

統目前可處理 Video、Audio 資料，利用



Streaming 之技術，提供寬頻網路隨選視訊服

務；在處理 Video 部份，目前支援支援 AVI、
MPEG-1、DAT、QuickTime、MP 等國際視訊

壓縮標準，Audio 部份則可支援 Wave、MP3
資料格式，使用 VOD 系統時，Client 端需安

裝 Client 端播放軟體才可與 VOD Server 連

接，進而播放媒體資料，VOD 處理系統之畫

面如圖 10。 

 
圖 10：VOD 處理系統畫面 

 

伍、 結論 
ODAE 數位典藏環境，目前服務範圍包

括：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中研院民族所平

埔族計劃、中研院史語所美術史計劃、中研院

史語所金石拓片計劃、中研院史語所碑文拓片

計劃、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發掘標本、中研院動

物所魚類典藏等計畫，並有多項數位典藏計畫

陸續進行中。 

ODAE 1.5 版系統整合了 Metadata 典藏資

料管理系統、典藏影像預視瀏覽系統、多媒體

隨選播放系統、全文檢索系統；其系統特色在

於提供： 
1. 數位典藏資料庫之建置：Database Schema

定義、典藏資料維護、修飾語資料維護。 
2. XML 資料匯入匯出：支援 Simple Dublin 

Core 、Dublin Core 、MIP 格式的 XML 資

料匯入匯出。 

3. 多種檢索方式：提供 Metadata 、Dublin 
Core 與全文檢索的檢索方式。 

4. 多媒體展現：典藏影像預視與瀏覽、多媒

體隨選系統，支援 Image、Video 、Audio
多媒體影像資料。       

目前 ODAE 1.5 採用 Windows NT 作業平

台，ASP 與 JAVA 程式語言開發，未來

ODAE 2.0 將全面朝向採用 Linux 作業系統、

Java 程式技術開發，以增進系統之可移植性與

平台獨立性，並計畫整合與擴充其它與數位典

藏相關之技術，包括：資料備份、災難復原、

缺字處理、浮水印處理、典藏內容展現、複合

關係實現等功能，以增加系統之完備性，提供

一個功能更為完整之數位典藏平台，以保存重

要的文化資產、促進人文與資訊科技的融合，

加速數位典藏系統成為以人為中心的數位資源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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