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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數位化Metadata之探討 

服務機關：行政院主計處 

電子處理資料中心 

研究人員：余保倫 

一、研究目的 

對於國內數位化的環境而言，電腦中文化是一個極為基礎又非常重要

的工作，在各界長期的投入與努力下，中文數位化的環境已成為國內在知

識的傳播與經濟的發展上穩固的磐石。 

但就實務上而言，由政府發布的中文標準交換碼(CNS 11643)與民間主

導的電腦中文內碼環境(如Big5)，仍有許多待克服的問題，而國際上標準

字集環境(如ISO 10646)的新版本也陸續的制定完成由Unicode.org組織實

作，並於資訊作業系統上運作，加上近年來各界對於傳統文化與本土意識

所達成的共識，政府在規劃與發展下一個階段中文資訊環境時，皆可列為

通盤考量的因素。 

本研究將針對中文數位化發展與運作時，中文編碼集所涉及的屬性資

料作探討，並嘗試運用各界所熟悉的詮釋資料(Metadata)的概念來研析這

些屬性資料的應用，同時亦解析國內字碼處理技術現況，期能尋求出包容

國內完整字集，簡單又易懂的數位化可行方法，以提供國內在字碼或是文

字數位化處理上一個解決的可行方案，亦可作為政府擬訂相關資訊政策或

是後續相關研究的參考。 

二、中文數位環境現況 

(一)、國內中文碼發展歷程 

電腦中文化在國內數位化的發展過程中，不論是在內涵的發展或是技

術的使用上，在資訊化的過程中皆佔有舉足輕重非常關鍵的地位。政府對

於電腦中文化的發展早期民國六十一年間，由於當時國內的資訊環境尚屬

萌芽階段，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以下簡稱電子中心)以當時的

資訊技術，研發中文軟硬體的應用系統，如中文表報輸出系統(CROS)、字

根輸入法中型中文鍵盤、第一代中文終端機、中文線上作業系統等，促使

各界對發展出國內專屬的中文化電腦環境有了進一步的認知，並形成初步

的共識，開啟以機器內定一套編碼系統來發展出國內中文電腦的應用環境

的年代。民國六十七年行政院就中文電子計算機系統之發展成立專案研究

小組，民國六十八年在國家建設研究會議中，與會的專家學者在討論後達

成中文編碼的共識，電子中心乃據以編定『中文資訊交換標準碼』之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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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展開編定中文字碼的工作，此時在政策上，國內資訊使用字集的標

準化工作，將以交換碼標準為主要的發展重心，亦開啟了中文電腦發展與

應用的嶄新時代。 

民國六十九年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邀集國內編碼專家、

學者，為國家中文資訊標準交換碼催生，教育部、中央標準局及行政院主

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合力的奔走下。終於在72年底完成「通用漢字標準

交換碼」，並在試行二年後正式公告與國人見面。中央標準局(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前身)更進一步審定頒布為國家標準，並賦予編號為「CNS11643」；

八十一年在各界需要更豐富的字集期待下，由原有1、2個字面裡所包含的

13,051個字的字集，亦即現今常用的BIG5字集，大幅擴編為15個字面共

48,027字，並正式命名為「中文標準交換碼 (Chinese Standard 

Interchange Code)」，使國內在數位化的運作上有了更完整的字集環境。

但由於若干大型資訊系統(如戶政系統)在長期的運作中仍有許多尚未納入

國標準的字，於是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標檢局)已於九十四年著手

擴編新版CNS11643標準，將字面數由現行的15字面擴大為80字面，並將

戶役政系統所需之一萬多字納編於12、13、14字面，亦加入一萬兩千多個

國際標準字於10、11字面上，形成近九萬多的龐大字集。 

民國七十二年出現了第一部擁有處理漢字功能的個人電腦─

IBM5550，加速了國內發展中文電腦的熱潮。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與國

內13家業者合作進行的「五大軟體專案」，以「通用漢字標準交換碼」之

前身「常用字碼集」為藍本，發表了一套專為五大中文套裝軟體所設計的

中文內碼，Big5遂成為我國中文電腦的業界標準。Big5內碼擁有13,053

個中文字、408個符號及33個控制字元的字集，由於無專責機構負責維護，

微軟(CP950)、倚天(BIG5-Eten)等中文系統廠商基於擴充上的需要，推出

了不同版本的Big5碼。政府有鑑於不同版本的Big5對於國人已產生使用

上的困擾，於是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在九十二年修訂成為「Big5-2003」。在

政府的「Big5碼字集擴編計畫」專案中，搜納公務部門在一般文書上最常

用之自造字加以編訂，在八十六年擴編完成「Big5＋碼」。又為能使該字集

能在資訊業務上正常運作，於是從Big5＋中挑選3,954個字編訂Big5碼造

字區碼位，完成Big5碼補充字集(Big5 Extension Character Set)的建立

工作，亦即是公務上所熟知的Big5E字集。 

(二)、國內中文碼使用現況 

由於政府在國內中文電腦化發展初期即以交換碼為主要的發展重點，

以致於各廠商與機構依其業務發展與運作方式建置出其所須的中文資訊環

境，在現在網路普遍的環境下，分散的中文環境對於整體的數位化的發展

所形成的衝擊值得我們探討，國內目前中文碼使用現況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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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 中文編碼環境 字集數 編碼方式 預計新版字集數 新字申報 備註 

MS Windows  BIG5/Unicode 2萬以上 2~3 Bytes 70,195   

Linux BIG5/Unicode 2.5萬以上 1~4 Bytes 70,195  Utf-8運作

戶政 
EUC-CSIC 

EUC-CSIC 
(同CNS11643) 

7萬以上 4 Bytes 92,038 700  

財稅 財稅/稅務碼 19,443/21,422 4 Bytes  2,422  

公路監理 電信碼 16,384 2 Bytes    

圖書館 CCCII 75,684 3 Bytes    

CNS標準 CNS 11643 48,027 
(81年版) 

3 Bytes 92,038 
(94年版) 

國語會4萬多字

主計處彙整五

大行政資訊系

統約8千 

交換碼

業界標準 BIG5/BIG5E 13,053/3,9542 Bytes   
BIG5-200

3 

ISO標準 
 ISO 10646 
CJK+CJK ext 
A+CJK ext B 

70,205 4 Bytes 
我國提報1萬多字 
至IRG會議中 

目前審查CJK 

ext C1 

國內為

CNS11649

表一國內中文碼現況表(主計處94.11統計) 

 全國民眾基本資料所採用的EUC-CSIC：EUC(Extend Unix Code)

內碼為全國戶役政單位所使用的基本字碼架構，是UNIX作業系統

使用之內碼，字碼長度4 BYTE，可納編高達七、八萬的姓名用字，

滿足全國人民戶籍的基本資料的存放與處理。目前其編碼與

CNS11643呈一對一的對應關係，亦即採用了1~15字面、每字面有

94*94碼位的編碼架構及所有字集內容。比方說CNS 第1字面第

2121碼位就等同於EUC的8EA1A1A1h(h表16進位)碼位，其演算

法為： 

1st BYTE : 8Eh (固定值)。 

2nd BYTE : A0h + CNS字面(如：第三字面為A3h)。 

3rd BYTE : 80h + CNS high BYTE。 

4th BYTE : 80h + CNS low BYTE。  

 財稅資訊系統所採用的財稅碼與稅務碼：目前財稅資料中心在資
訊作業上所採用的內碼包含康大碼(即4Bytes王安碼)約兩萬一千

多字、新電信碼(3Bytes內碼, 2Bytes展示)約兩萬四千多字、稅

務碼(D.P主機專用,4Bytes內碼,2Bytes展示)約一萬八千多字、

IBM新主機碼(2Bytes)約兩萬多字，將上述碼之交集約一萬八千多

字彙整成國稅與稅捐稽徵機關資訊系統發展時之字碼基礎，稱為

稅務碼，是依循ISO 2022標準4位元組的編碼架構，分為A1A1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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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FEH、A121H ~ FE7EH及以FEA6當前導碼加上A1A1H~FEFEH三個

區段。而財稅碼是以4 Bytes流水號方式，第一碼為0~9與A~J

其於各碼為0~9的中文編碼格式所編制的交換碼(0~j289)，約一

萬九千多字，主要用以整合內部訊息與文件交換互通所使用的中

文交換碼。依據94年4月26日所出表之財稅碼序字碼冊，稅務

碼共有21,422個字，財稅碼共有19,443個字，其內有2,422個

字尚未納編於CSIC中，正申請編納於字面內。 

 交通事業所採用的電信碼：交通部數據通信所為配合工公共數據
處理、公路監理等資訊系統所編訂出數據通信中文電碼(簡稱電信

碼)，屬內碼性質。依據78年4月所公布之數據通信中文電碼手

冊中共收納16,384個字分別編入第一、二字面，均由0001開始，

以16進位編碼順序排列，其編碼符合ISO2022及ISO646之標準

規定。第一字面為原「電碼新編」前7902個字(0001~7902)，加

41個注音符號(含四聲) (7903~7943)、96個全形ASCII字元

(7944~8039) 、1個特殊指示符號(8040) 、5個中文文書標點符

號(8041~8045)，剩餘791個空碼。第二字面由電信新編補遺、續

補遺部份、教育部常用字、續補次常用字、電腦查號新增字、財

稅用字等構成(0001~8489)，另加兩位阿拉伯數字

00~99(8490~8589)，剩餘246個空碼。各空碼可依需要填入所需

之自造字。 

 圖書館通用的CCCII中文資訊交換碼：CCCII(Chinese Character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中文資訊交換碼)採用符合

ISO 646(CNS 5205)及 ISO 2022(CNS 7654)之三個位元組(byte) 

編碼架構，來表現出整個94x94x94共有830,534編碼空間，中華

民國教育部的國字整理小組於1980年頒布第一版，1989年收編了

75,684個字符。開發的每個位元組挑選94個碼位，因此它個編碼

空間。其編碼原則其編納的字須經文字學者認定、依部首、筆畫

序編碼、將中文的正異體字關係用碼的位置表示出來。第一層用

於基本漢字集合，包括 4808 常用漢字，17032 備(次常)用漢字，

20583 其他罕用漢字。第二層大陸地區GB2312簡體字共6763字。

第三至十二層第二層外的其他中文異體字。十三層日本JIS6226

漢字(日本漢字6349個假名171個)。十四、十五層備用。十六層

編為各國拼音文字 (包括JIS 6226)。 

(三)、面臨的問題 

在國際IRG會議上，目前各會員體正在審定CJK Ideographs Ext.C1

的字集，我國亦提報CNS 第12、13、14字面約1萬多字，而國內也正在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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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比對五大行政資訊系統(戶政、地政、財稅、工商、公路監理)字集，仍

發現約有八千多字待編訂，而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語會)亦

將提報約四萬多字的異體字欲納入國家標準中，對於國內、外所呈現出表

意文字標準字數的發散現象，都將造成資訊環境實作困擾與投入成本的相

對增加，現階段有待克服的問題： 

 中文內碼缺一致性的標準：早期一直延用至今字數為13051字的
BIG5，由於定址的碼位數為19782(BIG5-2003)，政府再編入3954

個字的BIG5E到造字區讓各界使用，尚可形成一致性的字碼使用

環境，但實作在資訊環境中依然無法滿足使用機關用字上的需

要，因此衍生出大量非標準的自造字，雖然機關內部字集趨於統

一，但國家與社會確要付出轉換字碼的處理成本，而且現階段缺

字的問題大多數人抱持著觀望的態度。所以出現了標準CNS11643

交換碼實作成內碼的建議，但分析評估後發現其產生的國際文件

互通、新舊系統銜接與軟硬體支援度等，皆可能造成另一波的紊

亂現象。因此政府透過標準檢驗局宣佈CNS 11649為國內的標準

內碼，而CNS11649將與ISO10646國際標準同步，也將被實作在

UNICODE的內碼中，目前雖然UNICODE的使用頻率大幅增加，但作

業系統字集版本的更新進度卻相當的緩慢，而且也會發生國內正

在使用但未納入國際標準字集的部分勢必會被忽略不用，影響國

內互通資訊完整性的基本權益。 

 國內完整字集彙整不易：由於各機關資訊化的過程中為符合內部
業務的正常運作，會透過內碼或自行造字的方式產生國家標準尚

未編定的字，雖時解決了單位內部字集完整的問題，但對於國家

資訊的整體運作卻形成了不小的衝擊，須耗費人力與資訊處理的

成本來處理字碼交換的問題，所以採用CNS11643為交換時的基本

用碼是目前比較有效的解決方案，因此本中心透過與五大行政資

訊系統數年的合作，已釐清彚整出戶政、地政、財稅、工商與公

路監理(電信碼)等用字集，並協助申請CNS11643新增字估計約8

千多字。在整理的過程中也發現到，依然有若干政府與民間的資

訊系統需協助整理，比方說衛生署、國語會等，相信國內完整的

字集彚整工作，將會一直持續與進行下去。此外，由於國家標準

的制定須審慎與嚴謹，在時程往往無法反應使用現況，造成資訊

系統使用字集與CNS11643標準字集的落差與不確定性，於實務上

須發展配套的措施來逕行銜接與整合。 

 國內與國際標準間的差異：由於CNS11643是目前國內最大與最完
整的字集標準，基於與國際接軌的原則，國內參與IRG會議的代

表團雖然極力的爭取國內用字編入ISO11646中，但由於對字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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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規則相異，將出現無法納編於國際標準現象，電子中心以全字

庫文字屬性規範中為基準，統計出目前有1萬多字的差異，將是

未來採用UNICODE內碼環境時，須特別注意與處理。另外，國際

標準在制定的時程上也和CNS一樣，因過程須審慎與嚴謹，產生

制定與需求會有延遲與失真現象。 

 全面處理中文問題意願不高且成本頗高：資訊系統在字碼缺漏或
交換資訊中斷時，須耗費較高的成本來做額外的處理，尤其是在

資訊發展階段多數機關基於時程與成本的因素，多以原發展的業

務為主軸，無法全面的進行中文字碼的整合與規劃的工作。而且

中文問題出現的比例相對不多，使用者多半尚能容忍不正確的中

文缺漏字現象，況且，中文資訊技術本身的普及性不高，所以有

能力全面處理中文字集無缺的機關實為少數。 

 資訊產業界支持程度較為緩慢：中文資訊技術發展多年來，除了
少數的組織與業者秉持著理念從事相關的研發工作外，在中文資

訊環境上的發展或實作，還是大多仰賴各作業系統業者或組織，

提供較為完善的基本字碼服務，雖然沿用多年的BIG5衍生出許多

造字或缺字層面的困擾，但真正能支援國際UNICODE的環境是近

幾年才陸續的出現，而且目前支援的版本也僅限於2.0版兩萬多

字，UNICODE 3.1新版七萬多字的字碼環境也可能延宕到97年才

有較為正式的作業系統版本。此外，現今大多數字碼業者，觀其

發展重心依然以造字與字型的管理為主，對於文件交換時相關的

處理機制發展較少，其仍以內部的造字處理為主。 

 整體性的中文方案較稀少：目前政府或業界所能提供的整體性的
中文解決方案，除電子中心近年來發展的成果外，另像電子化政

府共通作業平台及內政部戶政e網通等大型的資訊計畫皆有其專

屬的中文方案，而一般的應用系統的獨特與片面的中文規格及因

應現況的特定功能，將使系統間的訊息互通更為複雜。 

 以音為主的語言直接引用內碼較為困難：國內目前本土化母語的
推行中，由於台語、客語以及各原住民語言，多數以羅馬拼音系

統的「甲式拼音」與「乙式拼音」來呈現，由於語言本身通用且

具體的文字字母較為獨特，以致直接透過表意文字的編碼方式來

進行數位化處理與應用時會產生使用上的困擾，資訊系統的實作

其成本也相對提高。 

三、Metadata技術的研析 

Metadata可譯為「詮釋資料」或「元資料」，原文的定義是 "data about 

data"，可直譯為描述資料的資料，主要是描述資料屬性的相關資訊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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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方法與格式，如圖書館的都柏林核心集就可視為Metadata，而一般

在實作上會考慮資料本身的架構，此與資料庫管理中Metadata為Schema，

偏重於如何促使靜態資訊互通、分享的角度相仿。 

(一)、Metadata的特性與優點 

Metadata可用來指示如儲存、尋找、紀錄、評核、過濾、識別等的功

能。其可定義出描述資源屬性的資料、資料背景之關聯性、資料內涵以及

資料控制等相關資訊；所產製出的文件或結果是全球資訊資源或其他的機

器可讀的資訊；而所謂資料特性的資訊，必須針對資料加以描述、詮釋，

也儘量涵蓋人、物、時、地、原因及途徑等內容；Locan Dempsey認為其有

location、discovery、documentation、evaluation及selection等功能；

以圖書館為例，針對本義和功能而言，Metadata就是電子式目錄，因為編

製目錄的目的在描述館藏資料的內容或特色，以達成協助檢索資料的目

的。因此Metadata 就其設計上必需考慮語意(semantic)、結構(structure)

與語法(syntax)三種不同範疇的內涵作考量，達成完整的描繪出所記載的

內容與涵義。 

 語意(semantics)範疇：Metadata的語意決定於資料的特性及使用

上的需求，將探討如何描述資料的屬性、屬性的命名空間、描述

屬性內容的依據及索引點或介入權威檔的描述等。像LCSH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AAT (Art and 

Architecture Thesaurus)、LCNA (Library of Congress Name 

Authority File)等皆可歸為此類。 

 結構(structure)範疇：Metadata的結構在描繪出屬性間的關係，

使屬性間的從屬與架構簡明易懂，以利人的閱覽與程式的撰寫。

XML Schema、DTD、RDF等亦即闡述此類的議題。 

 語法(syntax)範疇：要達成互通性高的要件，語法的標準將是關

鍵。HTML使得網頁文件能在世界各地流通與閱覽、SGML、XML標

準所延伸出的應用(如財會專業領域的XBRL)，也使得各個專業領

域知識與經驗得以保存與流通。 

Metadata本身是用來揭示電子文件或檔案的內容和特性，以電腦網路

為其基本的運作環境下。可滿足下列之應用： 

 資料架構與模式（structure & model）：可以共通性組織結構，

容納不同類型與學科領域知識與經驗。 

 串聯與互動關係(linkage & relationship)：可建立文件間的連

結關係與互動架構。 

 資料輸出入與描述(input/Output & descriptive)：文件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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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完整記錄與輸出入控管。 

 檢索與索引(retrieval & indexing)：可快速與有效率的進行資

料查閱。 

 展現與辨識(representation & identification)：可明確的獲得

所需的訊息及呈現方式。 

 取用與認證(access & authentication)：可運用於系統控管機

置，以做身份的辨識，達成權利與義務的管理與控制。 

 交換與儲存(interchange & storage)：進行文件與資料的交換及

儲存，對於網路環境而言，勢必成為異質系統間溝通的應用方式。 

 專業領域智慧的整合(integration)：各專業在規則、交換、檢索

與展現的需求上，整合現有SGML、XML、RDF與Z39‧50等不同協

定的應用，可創造出符合專業運作的資訊語言。 

目前已有許多專業領域（如：檔案、地理資訊、博物館、人文、科技

等）在進行同領域使用詮釋資料之標準化工作，如描述科技文獻之詮釋資

料：ibTeX、EELS、EEVL、RFC 1807等；描述人文及社會科學資源之詮釋資

料：ICPSR SGML Codebook Initiative、TEI Headers等；描述政府資訊之

詮釋資料：GILS(Government Information Locator Service)等。其優點

有整合資訊與方便管理，資源易於發現與探索，應用於分散式的搜尋與檢

索可大幅提昇資源的分享，並促進標準化與國際化發展。 

(二)、Meta-Language的資訊技術--XML  
XML(eXtensible Makeup Language)是W3C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在1998年2月通過之建議規格，是一種中介的標簽語言

(mata-markup language)，可描述結構資料格式，為Metadata的實作技術，

用來宣告電子文件之內容，可建立符合跨平台搜尋作業之語言，發展出專

業領域上描述結構化資料的標示語言，是新一代網際網路資料內涵與運作

的關鍵技術；可將資料(Data)轉換成可讓使用者、資料本身與數位機器皆

能直接詮釋的可用資訊(Information)，並將資料的格式與資料的內涵以開

放架構的模式展現。 

XML是由SGML經過Web最佳化與簡化後所衍生的子集合；允許自訂及

驗證文件格式的標籤，用標籤的型態來撰寫結構化文件的架構或建立標示

語言的文法或規則，具有超鏈結與排版展現的能力，其學習門檻較低，所

需的發展成本不高。XML具有Metadata描述資料內容與組織的精髓，看起

來像是HTML，是碼(Codes)與控制標籤(Tags)的組合，如<cnsd 

encoding="HEX6">033476</cnsd>，是用以描述CNS11643標準交換碼字集

資訊方式，<cnsd>其設計目的在於闡述資訊系統內無法詮釋CNS11643中的

表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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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可被瀏覽器或是其他中介軟體處理，只要實作出剖析器Parser便

能處理XML的電子化文件。XML的標籤與數值可動態的增加，具彈性與擴展

性；可由文件類別定義DTD (Document Type Definition)或XML Schema，

來發展出專屬領域或應用(如數字、化學、音樂等)相關的語言。與HTML用

於呈現資料於瀏覽器上的目標不同，其XML與HTML差異比較如表二。 

標簽與數值所構成 XML HTML 

內涵 描述資料 展現資料 

可擴展性 
(extensibility) 

可自行定義標簽(tags)與屬性
(attribute)形成專屬的標簽集  

標簽集的標簽(tags)與屬性
(attribute)皆已定義 

可確認性 
(validation) 

可配合使用 DTD 來達成文件結構上的
確認 

無適合機制進行文件結構上的確認 

結構性 
(structure) 

具備文件結構化描述的能力，可達到
Schema 與物件化的層次 

無明確的結構性描述方式 

表二 XML 與 HTML 差異比較表 

觀察若干國家在電子化政府資訊運作上相繼採用其標準與作業模式，

如丹麥DCCA將XBRL作為電子化政府單一窗口及工商登記與公司年度財務

資料的申報格式、瑞典工商登記局PRV已發展資訊分類規範、英國內閣的

e-Envoy辦公室研究政府財務報告的資訊分類標準..等來處理日常的資訊

化業務。而像是開放軟體針對軟體文件所訂出的Docbook標示語言，已成

為擁有廣大使用者與開發者的TLDP(The Linux Document Project)下產製

既標準又一致的文件格式；另外像是ebXML(Electronic Business using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是由聯合國貿易促進與電子商務中心

UN/CEFACT (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Trade Facilitation & Electronic 

Business)與美國結構化資訊標準推動組織OASIS(Organiz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tructured Information Strandards)共同推動的一項開

放性的電子商務建構標準。結合XML的技術優勢與Internet的普及及低廉

成本特性，應用於商業領域，使全球任何產業的企業，皆可透過ebXML架

構彼此交流、相互溝通。ebXML計畫即是提供一個開放性的XML-based基礎

環境，使全球商業活動的所有的參與者皆能以互通、安全及一致性的方式，

使用電子商務資訊。 

(三)、Metadata與Model-View-Controller模型架構標準  

Model-View-Controller是一種相當著名，且廣泛被採用的資訊化設

計模式，最早可追溯到Smalltalk-80(一種物件導向程式語言，由Alan Kay

發明)程式語言中使用者介面(UI)所採用的概念；MVC與傳統的應用程式設

計在觀念與方法上相異，在MVC架構中三個關鍵性角色Model、View與

Controller，就是將資料本身、資料的呈現以及處理邏輯三者分離，各司

其職。其一般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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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為管理應用領域(Application Domain)的資料、執行資料的處

理或轉換、回應請求資料的要求(通常來自View) 以及回應變更資料的要求

(通常來自Controller)，在本質與實作上可視為Metadata。View負責顯示

Model中的資料，將資料做視覺化的呈現或智慧的分享，亦既包裝Metadata

與使用者互通。Controller提供改變Model中資料的機制，解譯使用者所

發出的鍵盤或滑鼠事件與邏輯程序，以便告知Model資料已改變的事實，

亦可視為操作Metadata的工具或方法。Model、View與Controller三者互

相獨立，並透過特定的介面(Interface)來互相溝通。 

多個不同的View可對應到相同的Model，而Model可透過多個

Controller來操作Model中的資料。如此View、Model、Controller的架

構因互為獨立，便能專心的發展其專長，任何的單項調整皆不會影響其它

兩個層面的正常運作，對於發展標準資訊系統或機制而言，Metadata的應

用可實踐了MVC的基本精神。而XML在實作上配合DTD的文件結構模型化

的處理，加上XSL或XSLT 的展現層面的包裝與顯示，對於發展一套解決文

件處理或是專屬領域的方案是值得採用的優質語言架構。 

四、以Metadata觀念應用於電腦中文化之探討 

要將人類的活動轉換成電腦內來處理，就需要有一套識別規則來做為

處理的依據，電腦系統中資料儲存以0 與 1「位元 (bit)」為最基本的單

位，當電腦做資料的儲存與處理時，通常會將連續幾個位元和起來看成一

個單位，稱之為「位元組 (byte)」，其所能代表的數值範圍為0 ~ 2
n
-1 (n

為該位元組中所包含的位元個數)，如此將電腦系統內所要定義的文字、符

號一一的加以編號，數位資料將以位元組的格式儲存在電腦中，形成了編

碼 (Encoding) 的基本觀念，人們透過編碼系統的運作與電腦溝通。 

由於位元組的空間有限，加上表達語言與文字的方法有所不同，只以

形和音的表音字母（alphabets,亦稱拼音文字）的與兼具形、音和義的語

意文字(ideographs,亦稱表意文字)在電腦內部的編碼需求有著不同的處

理思維，於是產生發散與收殮兩種不同的編碼空間，電腦對於處理可收殮

的問題較為容易，所以ASCII與EBCDIC可滿足alphabet形式的數位化發

展需求。另反觀國際標準ISO10646(Unicode)、國內標準CNS11643交換碼

或BIG5內碼的等字集數正不斷發散增加，所以只要可編碼的空間受限，

ideographs形式的語言或文字，資訊片斷與遺漏將是無可避免的現象，將

無法獲得完整的資訊保存與傳播。對於數位化的落實，不論是alphabets

或ideographs，應將忠實的反應現今文明的各種活動與思維，文字或語言

長久以來記錄與傳達著人類的歷史，現今，當這些文字或語言被數位化科

技處理時，應可透過所擁有Metadata內涵，在數位化處理國內語言與文字

所面臨的難題，勢必尋求具共識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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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字為方塊字，每一個字具有形、音、義三個要素，而且大多數的

字有一字多形、一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現象，組成詞之後的變化更大。在數

位化處理的過程中，有意義的記載人類活動的最基本單位應屬「字」，一個

字或符號的形成，就現今的數位化運作而言，與「碼」、「形」、「音」、「義」

等四種Metadata存在著密切的關係。 

 (一)、碼(Code) 

要使人類活動與電腦間的溝通能正確無誤，其電腦編碼系統是基本與

重要的關鍵，這是從電腦處理的觀點來看是文字的一個介面，以支援所有

的後續運算，0與1所組成的bit是資料的基礎單位，基於alphabets所發

展出的7 bits(128個編碼位置)的ASCII(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及8 bits (256個編碼位置)的EDCDIC(External 

Binary Coded Decimal for Interchange Code)等編碼配置足以完整的反

應其語言上的所需的基本字符(characters)，所以呈現電腦內編碼收斂但

處理語言行事卻可以發散的現象，對於數位化處理較為單純且明確，因此

也成為現今一切資訊運作的最基本的編碼字符集。 

對我們所用的ideographs而言，其複雜程度相對的提高許多，由於對

「字」的形成與alphabets由若干基本字符所組成的概念相異，字的本身

與「形」、「義」緊密結合，對於字的組成如部件、拼音等現今仍欠缺一套

有共識的具體方案，將拆解後的基本單位，有效的安排成如alphabets中

字符的形態，因此在數位編碼上直接以字為字符來運作。因此，為滿足文

字的使用現況及避免與ASCII字符互相混淆，在內碼環境實作上衍生出標

籤識別、逸出順序切換、ASCII組成及多語文整合等四類內碼編碼格式，以

建置包含兩個位元組的數位化環境。這四類所採的技術分述如下： 

 標籤識別的編碼格式：利用一或多個位元或是整個位元組以特定
的值做為標識，做為中文編碼的檢索辨識，又可細區為單位元標

籤、多位元標籤及位元組標籤三種方式。 

 單位元標籤利用兩個連續的位元組，依序為高位元組和低
位元組，每一位元組為八個位元，高位元組的最高位元以

1為前導位元做識別標籤，前導位元為0時表示正使用

ASCII，Big5碼及TCA公會碼等都利用此方法來編訂。 

 多位元標籤利用兩個以上連續的位元組，大多只用兩個連
續的位元組來編碼，每一位元組為八個位元，兩個位元組

的最高位元的前導位元必須同時為1作為識別標籤，GB 

2312和EUC-１等都利用此方法來編訂。 

 位元組標籤利用多個連續的位元組，目前較常用的是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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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位元組為主，每一位元組為八個位元，前導位元組將設

為特特定值做為識別標籤(EUC-CSIC設為8Eh)，因此，真

正編碼的只有後三個位元組，且每個位元組的最高位元通

常會設定為１，EUC-2和EUC-3等都利用此方法來編訂。 

 逸出順序切換的編碼格式：利用ISO/IEC 2022逸出順序控制符在
ideographs與alphabets字碼集間切換的做法，亦既在

ideographs字碼前插入轉到ideographs字碼集的進入控制符，也

必須在之後插入還原回alphabets字碼集的離開控制符。負責處

理內碼的軟體必須檢視進入控制符，做為使用ideographs字碼集

的依據，亦須檢視離開控制符做為還原回ASCII或其他alphabets

字碼集的依據，像早期的ZWDOS便採用這種編碼格式，以~{為進

入控制符，~}為離開控制符，此種方式對於數位文件中的字碼以

切換的方式及不定長度的字碼，對於後續的資訊處理與檢索將所

耗費較高的成本，另一個限制就是整合的編碼系統不能與狀態改

變控制符衝突，像BIG5 就因衝突而無法整合到 ISO2022 中。由

於此種編碼相當的複雜，程式實作難度相當的高，因此近年來已

很少使用。  

 ASCII組成的編碼格式：轉換ideographs每一位置值成為ASCII
碼，並在之前附加起始識別符，並在其後附加分隔符或結束識別

符。轉換規則若數位值為0到9，則轉換成阿拉伯數字“0”到

“9”（ASCII碼為30h至39h）；若數位的值為10至15，則轉換

成英文大寫字母“A”到“F”（ASCII碼為41h到46h）。負責處

理內碼的軟體必須檢視起始識別符，若存在則依直到分隔符或結

束識別符為ideographs，若無則為ASCII或其他alphabets字碼

集合。像有時為使HTML文件為可在網際網路通透，就採用此種編

碼方式，用“&x”為十六進制字元碼的起始識別符、“&”和

“&#”為十進制字元碼的起始識別符，用“;”為結束識別符。在

實作上經常會用7個位元組來處理，耗費的儲存與傳遞的成本將

大幅的增加。 

 多語文整合的編碼格式：將兩種以上的字碼集整合在同一字碼集
內，以多國語文環境MNLS（Multi-National Language Supplement）

及ISO/IEC 2022的方式，允許ASCII及其他多位元組編碼的字元

集同時運作，包含四組編碼集（code set） 

 編碼集０：單位元組字元碼，最高位元必須設為“0”，
原則上直接採用ASCII。 

 編碼集１：多位元組字元碼，每個位元組的最高位元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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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碼集２：多位元組字元碼，每個位元組的最高位元為
“1”，且須加識別用的前導位元組SS2（single-shift 

character 2）。 

 編碼集３：多位元組字元碼，每個位元組的最高位元為
“1”，且須加識別用的前導位元組SS3（single-shift 

character 3）。 

控制符SS2和SS3僅有效於其後的一個字元碼；SS2設定為

單位元組碼8Eh，將SS3設定為單位元組碼8Fh。像EUC（Extended 

UNIX Code）就是採用此種編碼的結構，可應用在所需的字碼集中。 

所以在實作ideographs資訊環境時，因各需要與環境上的差異，各種

的方式將使數位化的處理更加的複雜，尤其在當下所存下的資料未來異質

系統處理的挑戰將是一大考驗，而且也可發現內碼的編碼與實際的字碼集

編碼有實不盡相同，所以在取得ideographs字碼集的資訊時，對於內碼的

環境亦須熟悉，同時亦須遷就現有全球所統一的alphabets資訊環境，才

能全面的掌控與應用的ideographs。 

國際標準字碼集ISO10646其發展上由以可看出由UNICODE來實踐與實

作的發展趨勢，因此包容國際最大交集的ideographs已逐漸形成，由於

UCS(或稱UCS-4)的編碼架構極為完整，以

四組八位元共32個位元為基礎的編碼方

式，區分為群組（group）、字面（plane）、

列（row）與格（cell）的關係。每一群組

由256個字面所組成，每一個字面由256列

所組成，每一列則包含256格，每一格為一

個碼位。兩個碼位FFFEh和FFFFh保留不

用。所以整個編碼空間總共256×128共

32,768個字面，每個字面為256×254共

65,534個碼位，整個UCS可訂出

65534×32768共2,147,418,112個碼位(如

圖)，非常龐大的字集空間。目前由表意文字書記組ISO/IEC 

JTC1/SC2/WG2/IRG(Ideograph Rapporteur Group)在Unihan所延伸出的

Unified CJK Ideographs、CJK Ideographs Ext.A、CJK Ideographs Ext.B

及目前正在審理的CJK Ideographs Ext.C1在範圍上預估將包容我國近

95%(預估約有5000字可編入CJK Ideographs Ext.C1中)的字集數，所以

在思維上只要再對國內無法編入國際標準字集，屬於區域性與本土性的部

分，適當安排與UNICODE銜接整合，以兼顧國際化與區域化的發展。 

長期來國內對於ideographs在電腦內碼運作是以民間的共識為主要

的發展依據，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維持國內互通的標準ideographs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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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5在國內中文數位化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由於受限於資訊科技

的限制無法涵蓋國內100%的字碼需求，內碼的實作業者為解決當下的字集

不足的困擾，又多採用彈性與放任的造字機制，使得在數位文件中極可能

出現不明確的字碼資料，「碼」與「形」的資料無法連貫，但由於缺漏資訊

的比例不高，在成本的考量下多傾向忽略及歸類於資訊技術的瓶頸。雖然

政府積極的蒐編國內各資訊系統的現況字集成為國家標準，扮演交換角色

現今擁有1-15字面共92,038字的CNS11643標準字集，對於整體的資訊運

作環境必須投入更大的心力來維持資訊的正確性，因為資訊文件的存放目

前還是以內碼為主，對於長期而言將內碼與交換碼的關係，將直接影響國

內使用ideographs需求與供應的生態。因此，在國際UNICODE內碼環境的

對於資訊環境的影響力漸增下，尋求CNS11643與UNICODE的共同運作環

境，以長遠來看，是急需著力的重點工作，除可與國際接軌外，在維持區

域性與本土性的考量下，此共同運作環境架構與精神皆須對於差異性部分

一併的規劃。 

(二)、形(Font) 

字形人類與電腦間的溝通的另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是從人類用觀看

與書寫的角度來與電腦溝通，其基本單位為字符(characters)，如：英文

字母﹑中文字、標點符號等。對於資訊運作而言，必須搭配內碼將全部或

部份字符所形成的字符集集合內建的資訊環境中，才能處理文字資料和電

腦與人之間的互動溝通。 

由部件小圖所組合成的漢字字形，可由基本的214 種部首來索引或諸

如說文解字的540個部首分類來索引，由象形(pictographs，描摹具體的

事務如日、月、水、車等)、指事(simple ideographs，通常表達抽象的概

念或內涵如左、右、壹、拾等)、會意(compound ideographs，表達獨體字

組合成合體字的含意如林、森、明)、形聲(phonetic ideographs，通常是

形符表意與聲符表音的合體字如銅、洞，此一佔80% 以上的漢字)所發展出

的漢字形體系統。這些字經過歷代的進化與演變後，形成甲骨文、金文、

大篆、小篆、隸書、楷書等字形上的差別，字形上的變化加上後世因應環

境變遷的調整，產生出諸如通俗體字、古今字、通用字、簡繁體字等異體

字並存使用的環境，而發生一字多形的現象，又當字合併成詞組後，其所

包含的內容或意念將更為複雜。 

從西元100年說文解字的近一萬個漢字，到西元1700年的康熙字典就

成長到近五萬個漢字，西元2000年中華字海就擴增到八萬多個漢字，其總

數增加了將近八倍，此時形聲漢字大量的出現，就需求而言，可以看出使

用者對於字形的認知不同，所衍生出的異體字將會持續不斷的增加，但使

用頻率又極為的低，無形中增加了資訊處以的成本。加上歷史悠久由的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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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數千年來不僅是文字本身在時間軸上的變化，尚包括了各書法家和

各時期活字版印刷所產生的字體，因此，除現所使用的字體外，在於文化

層面上亦須處理不同時代所發展出的字型，2003年IRG第24次成都會議

中，決議成立工作小組進行古漢字編碼，以兼顧「古今原則」，並將古漢字

之範圍，界定在隸變以前的「先秦文字」。2004年六月加拿大的WG2會議同

意IRG進行。初期國內的進度以將古漢字分類為： 

 甲骨文：包含商甲骨文及西周甲骨文。 
 金文：包含商金文、西周金文、春秋金文、戰國楚系金文、戰國
晉系金文、戰國齊系金文、戰國燕系金文及戰國秦系金文(含籀

文)。 

 玉石文字：包含商玉石文字、西周玉石文字、春秋玉石文字、戰
國楚系玉石文字、戰國晉系玉石文字、戰國齊系玉石文字、戰國

燕系玉石文字及戰國秦系玉石文字。 

 簡帛文字：包含戰國楚系簡帛文字及戰國秦系簡帛文字。 
 小篆：以秦小篆為主。 
 其他：不屬前五項之古漢字。 

對數位化處理就必須對古漢字編碼中所涉及的Metadata如代表字、原

形、出處、器名時代、地域、材料、部首(說文解字之540個部首)、讀音、

隸定(轉化成的楷書字形)、對應今字等一併的規畫與考量。 

然而許多現行使用的通俗體字的已逐步的透過政府蒐納於CNS11643

標準中，電子中心但具有公信力數位化的標準字型並不多見，除教育部國

語推行委員會所85年12月所公佈的國字標準字體楷書母稿

(Windows,Linux與APPLE適用)、國字標準字體宋體母稿、國字方體母稿，

87年12月公佈國字隸書母稿，可看出與業界常用的明體字型並非一致，縱

使在實作上明體與宋體的字型極為相似，但對於國內資訊環境使用面上，

字型所能參考的標準有限，CNS11643的字集也只提供楷宋向量字與明體點

陣字，對於字形的比對與歸納欠缺標準原始資料作全面性的索引與處理，

直接影響就是以自行結構為基礎的輸入法，如倉頡、筆順等，對於資訊處

理發展的完整性將產生若干的衝擊，雖然有些研究機構已發展出功能完備

的字型系統與索引的邏輯，如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中的漢字組字規

則，及中央研究院文獻處理實驗室的漢字構形資料庫，、異體字12,768組。)

其已可以處理涵蓋古代如小篆、金文、楚系簡帛文字，甲骨文的字形，但

由於較為複雜，要形成共識才可能做進一步的普及化的工作。 

另一個焦點是標準化後的字型集在與碼作整合時須建立額外的連結關

係到字型檔，才能完整及正確的呈現字體全貌，目前普遍的做法是由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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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來紀錄與處理，如此對於文件與資料的保存與後處理，在字型部份將受

限於原軟體的普遍性與所採用格式互通性的影響，對於字型檔案的版本與

字型檔案的格式(如目前一般使用的TTF)也都直接的影響著數位化文件的

正確完整的呈現原意，所以由字型的角度來看文件的完備性的話，實應考

量上述的Metadata的內容。 

(三)、音(pronunciation) 

說話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重要的關鍵因素，但對於電腦而言以聲音為

基本的處理資料，現階段而言並不是處理有關文字議題的主流，亦需透過

特殊的串聯關係才能正確的表現聲音的原貌，也就是說碼與音之間的關係

並不明顯，尤其是當讀音有區域性的區別時，或alphabets與ideographs

的內涵交互引用時，數位化處理會更顯複雜，國內文字的使用除以注音ㄅ、

ㄆ、ㄇ、ㄈ為基礎的國語讀音以外，近年來由於政府已推行的母語教育中，

也有用漢字與像教會羅馬拼音混用寫成的閩南話、客家話、原住語的文件。

這些母語文字的字符與漢字對應關係並未明確的標準化。使得要完全使用

現有的文字集來充份書寫母語仍為困難或，不是要用到一些冷僻的文字，

就是要創造出新的文字，如民間常用的台灣母語字（如个)在Big5中便找

不到，更不用說許多外來語用近音字來代替的非正式的粗糙做法，但也有

人主張完全使用拚音方法來書寫與紀錄。 

用alphabets的來處理台灣母語，這個議題近年來已有多方的討論與

研究，在數位化的過程中，其語系中的拚音字符的碼位化將是最為關鍵的

因素，在國內發展歷史最長久的要屬「白話字」(Pch-oe-ji，簡寫為POJ)。

白話字就是教會羅馬字(Church Romanization)，由十九世紀福建及廣東長

老教會的牧師，開始設計閩南話及客家話的羅馬拚音書寫系統，並傳播到

國內。歷經變遷，目前教會羅馬字是最多人使用的台灣母語拚音文字。近

年台灣語文學會(Taiw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ociety) 以教會羅

馬字為基礎加以修訂，制定了台灣語言音標方案(Taiwanese Language 

Phonetic Alphabet，簡寫為 TLPA)。由教育部於1998 年公告，成為台灣

母語的語文教材、民間採集、文學作品及研究著作等較為通用的音標。對

於文件、檔案中包容更多不同語系的語言的方式，除國際上通用的

alphabets式外，若考慮讀音的Metadata，加上Meta-Language的工具，

形成出產製文件的共識與方法論(如)，也是一種數位化文化保存的方案之

一。 

(四)、義(meaning) 

ideographs與alphabets最大的不同在於每一個字符擁有字的意義，

透過文字延伸人類的意念，這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重要的關鍵因素，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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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的角度而言不見得完全是處理文字的因素，因為需透過特殊的串聯才

能正確的表現含意的原貌，對於字型與字義的對應上，在使用不同語系但

字形共用的將造成文件的解析音認知語系的不同而有差異，如”Word文書

處理軟體頂面使用 e 英文字”，這段包含閩南話的在解析上就需要有

Metadata涵義上的支援，才能正確的表達此文字上的含意，因此再延伸到

含義的部份，所涉略的Metadata將可延伸到更多的層面，詞、句、知識、

智慧等都可視為「義」後續的發展。 

(五)、應用XML於中文數位化之探討 

 輸入法、讀音與XML： 
可區分為字形、字音、字義、字碼為基礎的四類方式，以做

為人與電腦內碼間的溝通介面，是數位化的起點工作： 

 字音為基礎輸入法：使用者需了解漢字的讀音，即可輸入
漢字到電腦裡面。由於漢字讀音相同頗多無法依次明確以

致需選擇所需的字。如，台灣的注音、忘型、自然、漢音、

羅馬拼音、微軟新注音等；大陸的拼音、全拼、雙拼等；

香港的漢語拼音、粵語拼音等。 

 字形為基礎輸入法：以漢字字根的拆解組合為基礎，由於
直接選到字的比例頗高，其效率可由拆解方法的訓練加以

提升。如台灣的倉頡、大易、行列、嘸蝦米、華象直覺、

微軟新倉頡等；大陸的五筆、鄭碼等；香港的縱橫、快碼

等。 

 以字碼基礎輸入法：直接使用內碼的編碼值即可輸出該
字，它最大優點是重碼率幾乎為零。漢字數量龐大，是非

常難記住大量的內碼，因此，這類型輸入法只歸類於輔助

之用。 

 以字義為輸入法：主要針對使用語文不熟悉，只要輸入相
應字義單詞，即可輸入該字，但速度比較慢，而且對於字

義的描述要熟悉(像英文程度有一定的要求)，如英漢輸入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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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字形為標準的

輸入法在速度及命中率較

佳，以字音最為簡單易

學，其他輸入法僅做為輔

助之用。對於輸入法的應

用可觀得其運作的須有

音、形、碼甚至義的對應

關係，現行的輸入法機制

多由開發單位自訂文字

Metadata的資料，電子中

心亦利用XML研發出一套

輸入法(CNSIME)及語音朗

讀(CNSTTS)的機制，也在

民國九十三年起，著手規劃建置「全字庫多語系讀音屬性及聲音

庫機制」，應用於閩南語讀音屬性與朗讀元件上，同時提供XML數

位規範與API元件供各界進一步在國內漢字與台灣本土語言的研

究與發展上加值應用，透過此一機制將未來在閩南語、客語、原

住民語文字之讀音及聲音庫明確齊全後，可提供更多元化的使用。 

「全字庫多語系讀音屬性及聲音庫機制」的規劃，主要目的

在建構出以全字庫為核心的多語系讀音應用的基本架構，並可進

一步實踐「文字轉多語系語音」及「多語系文件朗讀」的功能。

由於國內的國語、閩南語、客語、阿美族語、鄒族語等母語或通

用語，在ideographs的讀法因語系的不同會有不太一樣發音，而

每一種語系發音，又可能因為腔調、使用時機、或意義不同，會

有不同的讀音，因此此一機制嘗試將此種多樣化的差異，用資訊

的技術來闡述出發音程序與處理的模型，建置於全字庫之漢字讀

音屬性與聲音庫規範內，並依據教育部國語會推行委員會發行之

閩南語字彙一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MANDR/EDU6300001/allbook/taihtm/f13.html?op

en)及閩南語字彙二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MANDR/EDU6300001/result/taihtm2/index.htm?o

pen)，使漢字的讀音屬性、聲音資料可以透過「朗讀元件」來處理，

讓全字庫有蒐錄閩南語讀音之文字，可以在全字庫文字編輯器中

朗讀閩南語發音。 

 字碼呈現、交換與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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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字」延伸至「詞」，乃至溝通用的「句」，甚至彙集成表
達意念的「文」，在處理、分析、轉換，應用於不論是組織內部流
程作業，或記錄交易行為，或文件交換到世界各角落，對於能正
確的解析其文件的含意，在交換層面
將與字碼與對應的字型息息相關。 

根據電子中心所規劃的交換XML
規範中，在交換文件格式部份定義了
CNS11643文件語言(簡稱CNSD, CNS 
Document Language)來規範XML交換
文件如何使用CNS11643編碼；在CNS
中文處理服務中定義了CNS處理語言
(簡稱CNSP, CNS Processing Language)
以提供應用系統在處理CNS11643碼中
文字時透過SOAP(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訊息呼叫此服務；
在字串編碼轉換服務中定義了CNS轉
換語言(CNS Transform Language；簡
稱CNST) 以提供應用系統在處理
CNS-11643碼的字串轉碼時透過SOAP
訊息呼叫此服務；在純文字檔編碼轉換服務中定義了CNS純文字
檔轉換語言(CNS Text Transform Language；簡稱CNSXT) 以提
供應用系統在處理純文字檔轉碼時透過SOAP訊息呼叫此服務；在
中文內碼對照表服務中定義了CNS映射方法語言(簡稱CNSMM；CNS 
Mapping Method Language)和CNS映射語言(簡稱CNSM；CNS 
Mapping Language)來規範中文內碼對照表相關內容的XML格式。
以上五項服務可以提供中文中文資訊共通平台與中文e網閘門系
統與資料面的XML規範。其透過網路Web Services的運作來處理
文件交換時，內碼不一致與造字集紊亂的問題絕，絕大部分都是
轉由XML來處理，由於相關的XML Schema已實作，將可提供下一
階段發展文字與字符相關的屬性的專屬標籤語言的參考。 

而公文的電子交換處理，也預計將原先使用逸出順序切換的
方式來紀錄CNS11643
字碼的方式，調整成
以<BCNS page=”” 
code=””/>的XML的
方式，配合網路大字
集的架構來傳遞數位
化的公文文件。此規
劃也一併訂出DTD、
XML Schema與XSL的
文件，使傳遞的文件
也能透過瀏覽器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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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的全貌。 

 字碼與字符屬性資料的整合與XML： 
由「字」的角度可發展出「碼」、「形」、「音」、「義」等Metadata

資料，所以在文件的保存與交換時，維持文件的正確含義，現行

多採內含隱藏處理，須透過軟體來解讀，而大多有考量異質字碼

環境因素實不多，電子中心所發展的數位字碼交換處理語言

XDCIL(eXtensible Digital Character Interchange Language)

草擬工作，其目的就是透過

XML技術發展出彈性與方便

的標籤語言，文件透過本標籤

語言的描述與包裝，可跨越語

言、作業系統與字集的藩籬限

制，在網路互通的環境下皆可

讓原文、意重現，並可延伸其

運用範圍至各專屬領域中。 

主要使不同的字集可以

在同一份文件被處理，所有的

文字都可以使用原字碼被記

錄或處理。此標準以XML 

Schema表示，分成三層架

構，第一層為各國字碼

Namespace、第二層為各國字碼Namespace所對應之XML Schema、

第三層為經過標示之Instance Document。 

XDCIL標準架構分為各國字碼Namespace、各國字碼

Namespace所對應之XML Schema與經過標示之Instance Document

三層，各國字碼Namespace：各國可能有不同的字碼，以我國使

用的繁體中文為例，有CNS11643國家中文標準交換碼、BIG5碼、

CCCII碼、EUC碼、ISO10646及Unicode漢字集碼...等不同字碼，

以Namespace為代表，如我國的字碼Namespace可設為

http ://www.cns11643.gov.tw/schema/xdcil/ (簡稱為

xdcil)。各國字碼Namespace所對應之XML Schema：各國字碼

Namespace對應到一個XML Schema，賦予該國各字碼特定之元素

名稱(element name)或屬性名稱(attribute name)，如此以該國

Namespace與代表字碼之元素或屬性名稱結合，可確保在網路上

的唯一性。例如xdcil:big5代表我國之BIG5碼。<text>為根元

素，內容所使用之編碼依循XML文件第一行之encoding宣告。如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表文件內容以 



 21

Unicode(UTF-8) 進行編碼。若內容中包含其他編碼文字，則以

<code>標示，以<code>的屬性charset來指定<code>內容所使用

的字集。<code>內容必須是該字集的16進位內碼。<code>的

charset屬性值列舉如下，主要我國常用的中文內碼。因其他各

國的內碼Namespace多尚未建立，因此也暫時納入常用之其他國

家字集，此表可依需要擴充。 

字集 charset屬性值 

CNS11643國家中文標準交換碼 cns11643 

Unicode(UTF-8) utf-8 

繁體中文(BIG5) big5 

CCCII碼 cccii 

EUC-TW (戶役政) euc-tw 

TCA公會碼 Tca 

電信碼 Telecom 

財稅碼 Tax 

簡體中文(GB2312) Gb2312 

簡體中文(GB18030) Gb18030 

日文(EUC) euc-jp 

韓文 euc-kr 

泰文(windows) Tis-620 

越南文(windows) windows-1258 

西歐語系(ISO) Iso-8859-1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text xmlns=”http://www.cns11643.gov.tw/schema/xdcil/”> 

8 行, 行20字, 小字雙行字數同. 單欄. 版心白口, 下方記刻工姓名「陸

進保」等人. 此本多出前部之刻工有: 袁延璉(或作袁璉)﹑周記清(或作

周記青) ﹑先﹑馬龍(或作馬)﹑松﹑李清﹑ 

劉<code charset=”cccii”>216529</code>保﹑ 

劉<code charset=”cccii”>216529</code>壽﹑劉天壽﹑黃富等⋯. 

</text> 

此範例中有一罕見字在Unicode(UTF-8)沒有，但在CCCII碼

有，以<code charset=”cccii”>216529</code>表示。而216529

是CCCII的16進位內碼。 

 本草案亦定義CNS11643進行文字屬性定義的XML Schema，
其他字集可透過字碼參照轉換成CNS11643，再取得文字相關

Metedata資料，如下例用以表達出「字」這個字的屬性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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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Desc xmlns=”http://www.cns11643.gov.tw/schema/charDesc/”> 

<character> 

<cns11643>1-4773</cns11643> 

<imageURI>http://www.cns11643.gov.tw/images/png/a1/8ea1c7f3.png 

</imageURI> 

<phonetics>ㄗˋ</phonetics> 

<strokes>6</strokes> 

<radical>子</radical> 

<nationality>台灣</nationality> 

<nationality>中國</nationality> 

<nationality>日本</nationality> 

<nationality>韓國</nationality> 

<nationality>越南</nationality> 

<nationality>北韓</nationality> 

<definition>名詞：(1)文字，記錄語言的符號。(2)本名以外另取的別號。

如：岳飛字鵬舉。(3)契約﹑單據。如：字據、空口無憑，立字為證。(4)

發出的字音。如：咬字清楚﹑字正腔圓。(5)姓。如漢代有字長孺。

</definition> 

<definition>動詞：(1)女子許嫁。如：尚未字人﹑待字閨中。(2)撫育。

(3)愛。</definition> 

<rt>十字架</rt> 

<rt>十字軍東征</rt> 

<rt>三字經</rt> 

<rt>文字</rt> 

<rt>名字</rt> 

<rt>字母</rt> 

<rt>字畫</rt> 

<rt>字幕</rt> 

</character> 

<character>.....</character> 

</charDesc> 
 

分三階段的實施將有助於國際流通與區域性發展，案例(文

件)的形成是依據第一與第二階段的規範所產生，所以在文件的保

存與流通上有共通性的解析文件的方式，有利於於後續的處理。

但此還處於規劃階段，其整合字碼的結構與能力上不太完整，有

待後續的發展與加強。 

五、結論與建議 

電腦中文化的資訊處理對於基本的文字結構與使用法則有alphabets

與ideographs的差異，在尋求符合國內數位化發展應用上，基本的文字及

相關的Metadata會直接影響數位文件的完整性與正確性，改善現況以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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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與資訊在保存、使用與交換需要的方案，早期受限於技術與開發成本

等因素，全面以alphabets的方式(如ASCII)來銓釋國內使用文字的現況將

面臨瓶頸，而國內文字字碼分歧的問題亦須解決，中文標準交換碼CNS11643

字集以國內標準字碼環境之目標應具體的落實在資訊實作環境上。 

透過文字屬性Metadata碼、形、音、義的初步研析，數位化的處理彼

此會交互影響，對於國內電腦以ideographs為主的運作環境而言，現況的

BIG5環境逐漸的轉換成以國際ISO10646為基本字符集的UNICODE趨勢中，

將有助於整合解決國內中文數位化過程中延宕以久的問題。所以在方案的

規劃上，歸納出可由新舊中文數位化環境加以著手： 

 新中文數位化環境的可直接由內碼層級處理，形成國內內碼大字
集： 

數位化為基本的單位是「碼」，由於UNICODE的內碼漸趨普

遍，而國際上各國的文字也逐年的編入到ISO10646中，各作業系

統支援UNICODE的方式正好可具體的實作ISO的標準字符，

WINDOWS、LINUX、UNIX等作業環境處理UNICODE的穩定性業已大

幅提升，所以健全UNICODE的完整將有助於國內字碼整合工作，

目前Unified CJK Ideographs、CJK Ideographs Ext.A、CJK 

Ideographs Ext.B其7萬多Ideographs字符分屬於BMP與第二字

面中，但由於認同標準的不盡相同，國內CNS11643仍有1萬多字

排除在國際標準之外，所以要使作業系統內碼層級直接處理

CNS11643的完整字集，就須思考這1萬多個字如何與UNICODE結

合使用，也就是CNS11643與系統UNICODE內碼完全相容的做法。 

「CNS11643 for UNICODE擴充字集」的出現為此提供一個很

好的發展思維的空間，其原理非常的簡單，利用UNICODE所規定

的15,16字面使用者造字區，來放置這1萬多個字，目前由電子

中心暫時編定在15字面上，變成標準的造字集，並實作出UNICODE

第0,2,15字面的正楷體與正宋體字型也，開發出作業系統

(WINDOWS與LINUX)可處理2 bytes以上內碼的正體注音正體注

音、正體倉頡與內碼的輸入法，另外也對CNS11643做補齊注音屬

性資料與統一倉頡的拆碼屬性資料的工作，使得使用者在作業系

統層級就能直接的運用國內最完整的CNS11643字集。但由於作業

系統支援2 bytes以上的內碼的技術尚未普及，其應用程式多半

尚未支援這種大字集的做法。 

 原有中文數位化環境可由應用軟體層與網路技術來處理，形成網
路大字集： 

由於早期的「碼」受2Bytes處理的限制，所以BIG5與UN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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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所能運用的內碼空間有限，相對的對於ideographs字符集也會

受到限制，因此無法透過內碼層級來克服，由於現今網路技術的

發達，像電子化政府下的G2B2C的電子公文與全字庫所發展的中

文資訊共通平台、中文e網通閘門，就利用XML之CNS11643 tag

與ISO2022逸出順序切換的方式來引用內碼集為定義的字符控

間，與XSL、DTD、WebBase、Web Services、Socket等資訊技術，

架構出中文應用的處理環境。 

將標準字集或引用的資料放置在網路上分享給使用者使用，

這種透過網路建立的虛擬字符集，讓有限的內碼定址也能擁有極

大的字庫，國內以交換碼為主的CNS11643也可透過此種方式運

作，舉凡全字庫中文資訊共通平台的顯示、儲存、輸入、轉碼等

元件、Web services的機制、全字庫輸入法、全字庫編輯器都是

用此種方式進行運作，使用著在缺字時就向網路的上所指定的位

置索取。這種方式由於須在應用程式面作客製化處理，所以實施

的成本高且一般而言執行效能較低。 

除用上述已經可行的建議方案克服國內標準用字的問題，文字與其內

含的Metadata亦可尋找出一種有有效且方便人類與電腦處理的方法，應用

XML是目前看來在成本與技術門檻上較佳的選擇，除利用詮釋資料的技術或

規範外，考量國際標準編碼的資訊環境接軌上，設計出包容本土文化中語

音、文字資料的中文數位Metadata標示方式，並應用在文字交換與呈現的

機制上，達到文字、語言藉由資訊系統的運作，達成資訊環境內互通及保

存的目的。 

資訊應用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與一種期的經驗累積。由於過去資訊

生產速度以及記載資訊的材料都較穩定，所以文件控制與資訊檢索模式掌

握較為單純。但是到了網路時代，資訊以數位型態展現、分散與多元的內

容、文化語言的交融，使得資訊保存與呈現方式與架構將面臨多樣與全面

的需求。依據Claude Shannon於1940年所提出用來描述任何溝通系統的

典型溝通理論(Classic 

communications theory)模式，其溝

通系統的組成要件包含data 

source、transmitter、medium、

noise、receiver、data 

destination，在模式中data source

是以內碼環境開始，data 

destination是所期待的保存與處理

的文件與資訊資料，將網際路的特性來強化各種的傳遞的medium，用數位

化的技術標準(如XML或所延伸出的標示語言)來取代transmitter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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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r用傳統書面或專屬系統資料庫的處理，用以描述文件數位化

Metadata應用的基本模型，是可建立出標準化的文件數位化處理機制。本

文針對中文數位化Metadata的探討，對於XML具低成本、國際的標準、高

延伸與彈性、開放可擴充的架構等優勢，是目前針對ideographs及其相關

屬性的產製、搜集、傳遞、管理與掌握的最佳技術方案，其具體與結構化

的做法將有助於以文字為基礎的詞、句乃至智慧經驗的後續數位化發展。 

因此從認知的標準與規則的傳承與國際運行觀點，規劃出滿足字碼處

理的XML標準語言將助於國內資訊化的處理，電子中心正在進行的數位字

碼交換處理語言XDCIL(eXtensible Digital 

Character Interchange Language)草擬工作，其

目的就是發展出彈性與方便的標籤語言，文件透

過本標籤語言的描述與包裝，可跨越語言、作業

系統與字集的藩籬限制，在網路互通的環境下皆

可讓原文、意重現，並可延伸其運用範圍至各專

屬領域中。依其規劃分三個發展階段衍生出相關

標準，第一階段訂出國際通用的規範標準

(Specification)，為所有分類標準與各國文件的

基礎與憑藉；第二階段由可由各成員參考第一階段所制定的規範標準建立

地區標準或分類標準(Taxonomy)，因各種資訊環境與字集原則不盡相同，

交由第二階段的其自行彈性制定，可適切反應在實施的資訊文件環境上；

第三階段為參考第一、二階段的標準，動態的編製資訊文件。(本架構仿XBRL 

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之發展架構)。如此對於文件中

字符的內涵將有明確與具體的描述，在文件中字碼環境的保存與傳播上可

包容區域性與國際化的發展，亦能克服現行在數位化處理上字碼不完整的

現象，因此持續發展出處理字碼的標籤語言將可營造出更文完整的中文數

位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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