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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2 

 
西洋藝術 

 
中華藝術 

 
英文使用者 

英文使用者搜尋 
西洋藝術資源 
 
Art & Architecture 
Thesaurus 

 
英文使用者搜尋 
中華藝術資源 
 

 
中文使用者 

 
中文使用者搜尋 
西洋藝術資源 
 

 
中文使用者搜尋 
中華藝術資源 
 

從提升中西方使用者的檢索效能出發，多語知識組織系統的目的包括… 

2012 

DADHIC



研究問題 
• 探討如何為台灣數位典藏系統建立一套完整語意關係的多語索引
典，以改善數位藏品的檢索結果之精確性。 

清 郎世寧 畫錦春圖 軸 
台北故宮博物院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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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 臺灣的國立故宮博
物院 中國節慶7個
中文控制詞彙
（NPM） 

• 美國的蓋堤研究中
心「藝術與建築索
引典」約35000個
英文詞彙（AAT） 

4 

中國節慶 年節、清明、端午、七夕、中秋
重九、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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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T分為7大層面，21個層級 

AAT 
層面與階層名稱 

ASSOCIATED CONCEPTS FACET（關聯概念 層面） 

Associated Concepts（關聯概念） 

PHYSICAL ATTRIBUTES FACET（物理特質 層面） 

Attributes and Properties（特質與屬性） 

Conditions and Effects（情況與作用） 

Design Elements（設計元素） 

Color（色彩） 

STYLES AND PERIODS FACET（風格與時代 層面） 

Styles and Periods（風格與時代） 

AGENTS FACET（代理者 層面） 

People（人物） 

Organizations（組織） 

Living Organisms（活體有機體） 

ACTIVITIES FACET（活動 層面） 

Disciplines（學科） 

Functions（功能） 

Events（事件） 

Physical and Mental Activities（身體與心智活動） 

Processes and Techniques（過程與技術） 

MATERIALS FACET（材料 層面） 

Materials（材料） 

OBJECTS FACET（物件 層面） 

Object Groupings and Systems（物件群集與系統）

Object Genres（物件類型） 

Components（組件） 

Built Environment（居住環境） 

Settlements and Landscapes（聚落與景觀） 

展開 

 
 
 

Jade Cabbage 
 
 
 
 
 
 
 
 
 
 
 
 
 
 
 
 
 

作者不詳（1644 A.D.-
1911 A.D.）。[清 翠玉白
菜]。《數位典藏聯合目
錄》。
http://catalog.digitalarchi
ves.tw/dacs5/System/Ex
hibition/Detail.jsp?OID=8
35735（2010/11/29瀏
覽）。 

craftsmanship 

green (color) 

Qing 

sculptors 

sculpting 

Jade 

cultural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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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基礎與方法 

1. Object warrant (TELDAP UC, NPM CVs) 
2. Literacy warrant(3 sources ) 
3. Thesaurus relationship 

  (1) Equivalence relationships (等同關係)  
  (2)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層級關係) 
  (3) Associative relationships (聯想關係) 

4. Snowball sampling 
5. Qualia Structure (屬性結構) 
          (1) formal (形式) 
          (2) constitutive (構成) 
          (3) agentive (動因) 
          (4) telic (目的) 

4. Mapping Analysis 
          (1) vocabularies (詞彙) 
          (2) structures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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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對應分析 

中國藝術 
知識組織系統 

概念確認 屬性分析 

英譯詞彙 
中英語意 
對應 

等同關係 層級關係 聯想關係 

審查 修正 領域專家審定 

選詞 

確認 
等同類型 

文獻保證 詞彙蒐集 

語意分析 

結構對應分析 

知識組織系統建置之研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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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蒐集 

元
旦 

立
春 

人
日 

元 
宵 
節 

中
和
節 

春
龍
節 

驚
蟄 

花
朝
節 

社
日 

上
已 

寒
食 

清
明 

浴
佛
節 

端
午
節 

黃
梅 

夏
至 

扶
日 

立
秋 

七
夕
節 

中
元
節 

中
秋
節 

白
露 

重 
陽
節 

冬
至
節 

臘
日 

除
夕 

《中國節令史》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節令詩
歌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年節》 ● ● ● ● ● ● ● ● ● ● 

《中國傳統節
日》 

● ● ● ● ● ● ● 

《中国古代节
日风俗》 

● ● ● ● ● ● ● ● 

聯合目錄筆數 
66 126 2929 628 3 1 43 3 1051 714 146 1187 37 434 814 175 11 88 430 222 503 160 600 448 5 563 

• 中國節慶詞條以《故宮後設資料規格書》為基礎，並交叉分析
相關文獻及數位典藏聯合，形成一組<中國節慶>詞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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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分析 
中秋 

定義 參考文獻來源 

中國民間節日。農曆8月是秋收的季節，15日

中秋節，是民間重要節慶。這個節日的由來是

漢人自古即以農業為生，農事和季節的關係密

切，在收成時，祭祀「土地神」以謝豐收，稱

為「秋報」，中秋節祭土地公便是「秋報」的

遺俗。 

中秋節 (2012)。 大英百科全書。

大英線上繁體中文版。取自： 

http://daying.wordpedia.com/ 

content.aspx?id=084266) 

關於中秋節的源起，這是一個典型的先民在四

季莊稼活動中創造出來的節日。我國以農立國，

農事和季節習習相關，到了秋收之時，要向

「土地公」報告豐收並且向「土地公」謝恩，

這就是古老的「春祈秋報」。八月十五日，恰

好是稻子接近成熟的時候，這一天，家家拜的

也是「土地公」所以中秋節有可能就是「秋報」

的遺俗。 

陳正之(1997)。台灣歲時記：二

十四節氣與常民文化(150頁)。臺

中市：省新聞處。 

農曆8月15日是中秋節，或稱「八月半」傳說

上古天子祭月的禮儀就是中秋節的起源。中秋

賞月由來已久，到宋朝正式定名為中秋節。 

施美敏、王勇霞、陳貞曦(2002)。

歲時節慶-親子共學知節氣(104頁

)。臺北市：史博館。 

中秋 
構成 農業（秋報） 
功能 功能（秋報、祭祀、慶團圓、娛樂） 

目的（報告豐收、拜土地公、拜太陰星君、
拜月、家人團聚賞月、吃月餅、飲桂花酒、
賞桂、觀潮、民間戲曲演出） 

主事 起源（報告豐收並向土地公謝恩）、加工
（神話故事）、產物（嫦娥奔月、白兔搗藥、
吳剛伐桂） 

關係 同義詞（仲秋、中秋節、八月節、團圓節、
秋節、團圓節）、組合關係－水平（在一年
的生產周期中，中秋與元宵遙遙相對，分別
是春祈與秋報的時間點） 

時間 北宋 
族群 漢、壯、布依、侗、朝鮮、仡佬、畬、京 
應 節
食品 

桂花酒、月餅、柚子、烤肉 

三種權威文獻來源 

中秋起源 

Analysis of Qualia 
Structure 

 將概念分解至更細緻的語意單元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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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分析-英譯詞彙 
語系 詞彙 聯合目錄 

筆數 

參考文獻來源 

英文 The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5 外研社辭書部（2001）。現代漢英詞典。 

the Spring Festival 

Holidays 
0 吳光華主編。《漢英大辭典》下卷。p.1840 

Spring festival  5 臺灣大百科全書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
=2026&Keyword=%E6%98%A5%E7%AF%80 

（瀏覽時間：2012.10.16） 

波士頓美術館線上典藏資料庫 

http://www.mfa.org/collections/object/spring-
festival-along-the-river-24377 

（瀏覽時間：2012.08.30） 

大都會博物館線上典藏資料庫 

http://www.metmuseum.org/search-
results?ft=%22spring+festival%22 

（瀏覽時間：2012.10.16） 

Chinese New Year 43 維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New_Yea
r 

（瀏覽時間：2012.06.25） 

Spring Festival 5 

Spring Festival Along the River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Spring Festival on the River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大都會博物館控制詞彙 

波
士
頓
博
物
館
控
制
詞
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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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英譯詞 判斷故宮詞彙
的語境脈絡 確認三種定義 與AAT對應 

對應分析 

故宮詞彙/
英文名詞 

詞彙定義 代表概念的語境 AAT近似或等同概念詞彙 AAT詞彙定義 

年節 

Spring 
Festival 

新年的節

日。或指
春節前後

的數日。 

中國節令>年節 詞彙：New Year’s Day 

層級：Holidays 

層面：Activities Facet 
備註：New Year’s Day 
(national holidays, holidays, 
events, Activities Facet) 

Holidays celebrating the year 
about to begin or just 
beginning; many cultures 
celebrate the new year, 
usuall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alend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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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分析 
Activities Facet 
   Events  
     events  
        holidays 
          national holidays 
             Independence Day 
             New Year’s Day 
                Divali (Hindu holiday) [N] 
                Diwali(Jain holiday) [N] 
                Rosh Hashanah [N] 
             Thanksgiving 

Activities Facet 
   Events  
     events  
        celebrations 
          festivals 
             Carnival (pre-Lenten festival) 
                 Mardi Gras 
             film festivals 
             harvest festivals 
                 yam festivals 
             lantern festivals 
                fanals 

中國節慶  
 
年節 (BM) 
元宵   (~EQ) 
清明    (BM) 
端午    (BM) 
七夕    (BM) 
中秋    (BM) 
重九    (BM) 
春社    (BM) 
  
  

 
對應 
代碼 

 

 
對應類型 

 
=EQ 

 
精準等同【=】 
Exact, simple 
equivalence 

 
~EQ 

 
不精準等同【><】 
Inexact simple 
equivalence 

 
EQ+ 

 
交集等同【一對多】 
Intersecting 
compound 
equivalence 

 
EQ│ 

 
聯集等同【一對多】 
Cumulative 
compound 
equivalence 

 
BM 

 
狹廣對應【＜】 
Hierarchical 
mapping 
(narrower to 
broader) 

 
NM 

 
廣狹對應【＞】 
Hierarchical 
mapping (broader 
to narrower) 

 
RM 

關聯對應 
Associative 
mapping 

對應類型 A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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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組織系統-等同關係 
語

系 

詞彙 聯合目

錄筆數 

參考文獻來源 

中

文 

春節 1788 呂淑湘，《漢語大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p.4689 

新正 112 台灣大百科全書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fprint?ID=2031 

（瀏覽時間：2012.06.25） 

新春 1012 

新年 1674 邵愈強和王友乾（1990）。《中國節令詩歌

選》。上海市：學林出版社。P. 1 

新歲 72 陳正之（1997）。《臺灣歲時記：二十四節氣

與常民文化》。臺中市：省新聞處。P.26 

農曆新年 44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

AF%80 

（瀏覽時間：2012.06.25） 

清蔣廷錫歲朝圖 
故宮博物院 藏  

清丁觀鵬太平春市圖  
故宮博物院 藏  

清錢維城畫淑景迎韶 
故宮博物院 藏  

以同義詞搜尋到相關藏品 

語

系 

詞彙 聯合目

錄筆數 

參考文獻來源 

英

文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5 外研社辭書部（2001）。現代漢英詞典

Spring Festival 

Holidays 

0 吳光華主編。《漢英大辭典》下卷。

p.1840 

Spring festival  5 臺灣大百科全書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

t?ID=2026&Keyword=%E6%98%A5%E7%A

F%80 

（瀏覽時間：2012.10.16） 

波士頓美術館線上典藏資料庫 

http://www.mfa.org/collections/object/sprin

g-festival-along-the-river-24377 

（瀏覽時間：2012.08.30） 

大都會博物館線上典藏資料庫 

http://www.metmuseum.org/search-

results?ft=%22spring+festival%22 

（瀏覽時間：2012.10.16） 

Chinese New Year 43 維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New

_Year 

（瀏覽時間：2012.06.25） 
Spring Festiva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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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節慶 
 
 
  年節 (EQ+)
元宵   (BM) 
清明    (BM) 
端午    (BM) 
七夕    (BM) 
中秋    (BM) 
重九    (BM) 
春社    (BM) 

  
  

Activities Facet 
   Events  
     events  
        celebrations 
          festivals 
              <依區域區分之節日> 
                  <中國節慶> 
                         年節 (Spring Festival) 
                         元宵 (Lantern Festival) 
                         清明 (Qingming) 
                         端午 (Dragon Boat Festival) 
                         七夕 (Ch'i-hsi festival) 
                         中秋 (Moon Festival) 
                         重九 (Double Ninth Festival) 
                         春社 (Spring Sacrifice)    

新增 
先導詞 

層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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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Facet 
   Events  
     events  
        holidays 
          national holidays 
             Independence Day 
             New Year’s Day 
                Divali (Hindu holiday) [N] 
                Diwali(Jain holiday) [N] 
                Rosh Hashanah [N] 
                年節[N]    

Activities Facet 
   Events  
     events  
        celebrations 
          festivals 
              <依區域區分之節日> 
                  <中國節慶> 
                         年節 

Activities Facet 
   Events  
     events  
        holidays 
          national holidays 
             Independence Day 
             New Year’s Day 
                Divali (Hindu holiday) [N] 
                Diwali(Jain holiday) [N] 
                Rosh Hashanah [N] 

AAT 
中國節慶 

 
 
  年節 (EQ+) 
元宵   (BM) 
清明    (BM) 
端午    (BM) 
七夕    (BM) 
中秋    (BM) 
重九    (BM) 
春社    (BM) 

  
  

建立 
主父節點 

知識組織系統-層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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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s Facet 
  Furnishings and Equipment (Hierarchy Name)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Hierarchy Name)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Guide Term)> 
        Vehicles (transportation) 
          Watercraft 
             <watercraft by specific type> 
               <watercraft by function> 
                <competition and recreation craft> 
                  <competition craft> 
                      Class boats 
                         Development class boats 
                         One-designs 
                      raceboats 
                      龍舟 

詞彙1 聯繫兩者的
語意關係類
型 

詞彙2 聯合目
錄筆數 
(2012.06.
29) 

補充說明 

端午 造成…事物  龍舟(dragon boat) 346 端午(活動)產生龍舟(載具)  
粽子(rice dumpling) 130 端午(活動)產生粽子(食物) 
艾草(moxz) 66 端午(活動)產生艾草(植物) 
香包 47 端午(活動)產生香包(辟邪物) 
雄黃酒 13 端午(活動)產生雄黃酒(飲品) 
午時水 9 端午(活動)產午時水(辟邪物) 

中國節慶 

知識組織系統-聯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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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節 

活動層面 

春節 

nien chieh 

nián jié 

nian jie 

Spring Festival 

等同關係 聯想關係 

爆竹 

火藥 

層級關係 

中國節慶 

元宵 清明 
sibling sibling 

語意關係為基礎的知識組織：年節 
 - 代結語 

中國節慶「年節（S1）」的知識組織架構建置圖 

新春 

Chinese New Year 

壓歲錢 

舞獅 

節慶 

豐收節慶 燈節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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