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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旨

‧為建置更豐富的數位內容，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
融入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接受國科會之委
託，於數位典藏部分，公開徵求『數位內容』、
『推廣應用』、『技術研發』三主題計畫，讓有
興趣、有能力者可以貢獻心力、分享經驗。

‧希望透過對外徵求的模式，串連相關資源，完整
呈現台灣文化、社會與自然環境之多樣性，共同
深化和推廣數位典藏之成果，並提昇數位典藏品
的製作管理、使用的彈性與便利性。



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 説明
‧ 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

‧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自民國91年1月1日起開始執行，
目的在於將國家重要的文物典藏數位化，建立國家數位典藏，以促進
人文、社會、學術、教育、經 濟之發展。

‧ 「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原「內容發展分 項計畫」）為「數位
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八大分項之一，致力於「建置呈現
臺灣文化、社會與自然環境之多樣性的數位內 容」。

‧ 為建置更豐富的數位內容，完整呈現台灣文化、社會與自然環
境之多樣性，「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接受國科會之委託，公開徵
求以建置「數位內容」為主要工作的主題計畫，讓有興趣、有能力者
可以貢獻心力、分享經驗。

http://www.ndap.org.tw/call-for-proposals/call-for-proposals.php



計畫補助 與 管考
計畫補助與管考 計畫經費補助與簽約事宜

(一) 計畫執行期限為民國97年3月1日~民國98年7月31日。
(二) 計畫申請補助金額不得超過伍百萬元。
(三) 計畫書經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並經國科會核定後，申請單位才得以接受經費補助。
(四) 計畫核定後，由國科會與計畫執行單位及計畫主持人簽約執行。

計畫管考

配合計畫辦公室管考作業(需於計畫通過後簽署本國家型計畫執行同意書。)

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

(一) 計畫書必須明確說明所要進行數位化之物件（名稱）、資料的種類、數量，及其價值（如：
學術研究、教育、文化保存、文化創新、產業發展等方面之價值）。
(二) 參與本計畫需建置數位化資料庫，及可供一般大眾瀏覽的網站(本計畫可協助建置)，並於網
站上放置數位典藏圖徽。
(三) 在數位化資料庫的建置過程中，申請單位必須派員參與本計畫召開之各種管考會議、成果展
示會、研討會、工作協調會、實地訪查等，並遵守相關的決議和規定，以進行相關工作。
(四) 申請單位必須配合聯合目錄之建置及規劃，並遵守相關協定。
(五) 提供計畫成果予分項計畫，完成異地備份相關工作。
(六) 申請單位必須參與本計畫『主題小組』之運作，並配合相關訓練與推廣活動，擔任培訓課程
之師資，提供推廣或教育訓練所需之資料。
(七) 計畫進行中及結束後，申請單位必須依規定繳交工作報告，發表成果，並接受本計畫評鑑。



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 經驗談

1. 經錄計畫

2. 漢籍全文

3. 文獻與檔案主題小組

4. 數位典藏國家科技計畫
-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



16個主題 --多種申請的可能性

•計畫依據數位產出內容，設有16個主題，
包括：
動物、植物、地質、人類學、檔案、地圖
與遙測影像、金石拓片、善本古籍、考
古、器物、書畫、新聞、影音、漢籍全文
與建築等。



文獻與檔案主題小組

•在第二期計畫中，調整為

「生物與自然」、「生活與文化」、
「文獻與檔案」、「藝術與圖像」、
「地圖與建築」及「語言、影音與新聞」

等六個小組



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 經驗談 II

如何規劃、申請與執行

•一、事前作業規劃

•二、計畫申請書的撰寫

•三、執行數典工作經驗談



一、事前作業規劃

•1. 了解數位典藏公開徵選的主題與方向
(參閱文稿)

•2. 符合審查要點

•3. 清楚徵選流程
(http://www.ndap.org.tw/96ndaptemp/call-for-proposals/howtoapply.php)



如何申請 - 徵選流程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公開徵選計畫 流程

1. 確定您的主題內容及要申請的計畫

2. 檢查您的申請資格是否符合規定

3. 下載您所需的相關資料

4. 撰寫您的計畫書

5. (與申請分項聯絡人聯絡)

6. 遞交您的計畫書



二、計畫申請書的撰寫

1. 申請書格式：依照國科會提供的計畫申請書標準格式

2. 重要性：強調計畫的特殊性，與歷史、文化的等重要性 以及
智慧財產權 與 資料的開放性 等。

3. 計畫團隊：執行團隊成員能力，即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之
專長及團隊合作將能完成工作目標。

4. 數位化的內容：主要數位化的內容概述。

5. 作業流程：計畫工作步驟流程詳細說明。

6. 完成的成果：預估計畫成果與貢獻。



申請表格

下載專區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線上申請作業使用說明

‧申請表格範例下載

‧構想書格式－ 推廣應用 | 技術研發

‧執行同意書範例下載



三、執行數典工作經驗談
http://jinglu.cbeta.org







蔡運辰
《三十一種藏經目錄對照表解初稿》

蔡運辰《三十一種藏經目錄對照表解初稿》



執行方法
1.佛典藏經目錄與影像檔資料庫的建立
2.佛教藏經目錄GIS時空文化地圖
3.經錄Content Markup 標記作業
4.佛經目錄詞彙與跨語詞彙抽取應用與

知識管理模式的建構
5.建置完成並將資料置於網路上公開



預計產出

文獻掃描、資料庫建檔、內容標記等工作
‧總計畫實體數位化合計 505,400 MB
‧後設資料合計 120,470 MB



計畫成果-1
1.完成漢文藏經版本目錄資料庫

2.南傳大藏經經錄資料庫

3.西藏大藏經經錄資料庫

4.漢文藏經經錄歐譯資料庫

5.網頁梵、藏、漢巴等多語言藏經經錄

檢索以及其它各項功能



Chinese Catalogs Retrieve



Tibetan Catalogs Retrieve



Catalogs Retrieve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into

Western Languages



計畫成果-2

文獻掃描、資料庫建檔、內容標記等工作

總計畫實體數位化合計 384 MB
後設資料合計 103 MB
匯入聯合目錄筆數 14,458 筆

1.西藏大藏經（甘殊爾、丹殊爾）
2. 《大正藏》49、55冊古經錄
3.梵文、巴利語藏經目錄
4. ……



可能遭遇的問題與困難

•時空地理資訊技術與軟體的問題。

•古經錄文獻內容錯綜複雜，內容標
記工作花費較多時間處理。



計畫採用的技術與標準

•標準：XML, TEI, DC

•技術：Perl, SQL, GIS, TimeMap



標記經文
XML / TEI Markup



Metadata

-譯經地

412譯經迄年_西

402譯經起年_西

弘始十年譯經迄年_中

弘始四年譯經起年_中

作譯者校勘

朝代校勘

[B1757:1][B1113:2]作譯者碼

[D034]朝代碼

Translation by Kumārajīva: between the 4th and 14th years of Hung Shih (弘始), Later Ch'in dynasty (後
秦) (A.D. 402-412).T. 2151-359a:16; T. 2151-359b:26; T. 2154514c:26.

翻譯概述

Ta chuang yen lun ching漢名漢語拼音

馬鳴菩薩 造 鳩摩羅什譯作譯者

後秦朝代

大乘莊嚴論經經名

0158經號

3冊數

0000556經碼

內容欄位



Structure of the multi-lingual
Tripitaka catalogs

↑↓



Tripitaka Catalogs
Data Base

Monk biography
GIS

Data Base CBETA
Buddha Text
Data Base

Buddhist
Text

Map and
Place Source

Temporal
Data

System Integration

Biography
Literature

WhoWhenWhereWhat

Tipitaka
Catalogs

Text



On TimeMap

Where and When
the term “睡覺”was used i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utras.



Text, Catalogues, and GIS

睡覺 shui-jue: awake from sleep
睡覺 shui-jiao: sleep



漢籍全文 網頁



國家數位典藏各項計畫內容簡介
http://www.ndap.org.tw/



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內容：
(一) 計畫書必須明確說明所要進行數位化之物件（名稱）、資料的種類、數量，及其價值（如：
學術研究、教育、文化保存、文化創新、產業發展等方面之價值）。

(二) 參與本計畫需建置數位化資料庫，及可供一般大眾瀏覽的網站(本計畫可協助建置)，並於網
站上放置數位典藏圖徽。

(三) 在數位化資料庫的建置過程中，申請單位必須派員參與本計畫召開之各種管考會議、成果展
示會、研討會、工作協調會、實地訪查等，並遵守相關的決議和規定，以進行相關工作。

(四) 申請單位必須配合聯合目錄之建置及規劃，並遵守相關協定。

(五) 提供計畫成果予分項計畫，完成異地備份相關工作。

(六) 申請單位必須參與本計畫『主題小組』之運作，並配合相關訓練與推廣活動，擔任培訓課程
之師資，提供推廣或教育訓練所需之資料。

(七) 計畫進行中及結束後，申請單位必須依規定繳交工作報告，發表成果，並接受本計畫評鑑。



數位典藏 參考資源：
1.《數位化工作流程圖文說明—漢籍全文主題小組》(數位化工作流程叢書)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

技計畫內容發展分項計畫，2006.01。(全文下載：
http://content.ndap.org.tw/main/vision_doc.php?class_format=4&class_vision=18&vision_title=漢籍全文)

2.《漢籍數位作業流程指南》，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內容發展分項計畫出版，2007.06。(全
文下載：http://content.ndap.org.tw/main/vision_doc.php?class_format=18&class_vision=18&vision_title=漢籍全文)

3.《數位化工作流程圖文說明》(數位化工作流程叢書)。(全文下載：
http://content.ndap.org.tw/main/doc_c.php?class_format=16&format_type=數位化工作流程叢書)

4.《作業流程指南》，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內容發展分項計畫出版。(全文下載：
http://content.ndap.org.tw/main/doc_c.php?class_format=18&format_type=數位化工作流程指南)

5.《數位化工作流程-12主題小組（光碟版）》等項資料。(全文下載：http://content.ndap.org.tw/main/doc.php)

6. 洪淑芬，《文獻典藏數位化的實務與技術》，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訓練推廣分項計畫。
(全文下載：http://dlm.ntu.edu.tw/01_1_2.htm)

7. 余顯強，《XML標準與技術簡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訓練推廣分項計畫。(全文下
載： http://dlm.ntu.edu.tw/01_1_2.htm 或 MS PowerPoint - XML_NTU)

8. 《數位典藏技術彙編2004年版》電子書，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維運管理分項計畫。(全文
下載：http://www.ndap.org.tw/2_techreport/enter.php)

9.《數位典藏技術彙編2006年版》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維運管理分項計畫。(光碟版與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