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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 DC-2009 參訪報告 
報告人：劉建成 (Liu, Cjien-cheng) 

695150038@ntnu.edu.tw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研究生。 

 
壹、DC-2009KR 國際會議 
一、會議舉辦 

本次 Dublin Core 2009 年度國際會議（DC-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ublin Core and 
Metadata Applications）於 2009/10/12 – 2009/10/16 在韓國首爾的國家圖書館（the National Library of 
Korea; NLK）舉辦。這次的會議，是由韓國國家圖書館主辦，韓國數位圖書館（the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Korea; NDL）、韓國圖書館學會（Korea Library Association; KLA），以及都柏林詮釋資料

推動小組（the 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 DCMI）協辦。並由國際及韓國知名企業 Futurenuri、
ITballey、CTRIX Korea、Microsoft Korea、SKNetworks、INEK 及 Oracle 等廠商贊助。 

 

 
二、會議議題 

本次會議的發表主軸在於如何聯繫詮釋資料與數位資源，並透過 Semantic Web 語意網的幫助，

將詮釋資料應用推展到更符合資訊處理之應用。會議及與會者探討了包括如何打破資料與數據資源

的藩籬，以及如何強化資料與描述的互聯關係的相關概念性議題，以及實際設計與應用的問題。而

背後的基本假設是建構在詮釋資料的應用價值上，以及描述資料與資源的連結關係上，並且 DC 工

作小組發現，社會上的許多應用方面，也越來越關注與重視資訊本身的資源描述問題，希望能透過

數據與數據間的聯繫，可以從不同的數據孤島中抽離出來，並與世界及國際接軌，以增加資訊與資

料的能見度；並在本會議中提出應用技術及社會挑戰，透過本次安排的 Full Paper、Project 及 Poster
的募集，將世界各地的權威、領域專家及菁英的研究結果，呈現在本次的學術交流會議中。 

本次的收納主題包含： 
 Metadata principles, guidelines, and best practices  
 Metadata quality, normalization, and mapping  
 Conceptual models and frameworks (e.g., RDF, DCAM, OAIS)  
 Application profiles  
 Metadata interoperability across domains, languages, and time  
 Cross-domain metadata uses (e.g., recordkeeping, preservation,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Domain metadata (e.g., for corporations, cultural memory institutions, education, government, 

and scientific fields)  
 Bibliographic standards (e.g., RDA, FRBR, subject headings) as Semantic Web vocabularies  
 Accessibility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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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data for scientific data  
 Metadata in e-Science and grid applications  
 Social tagging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 (e.g., ontologies, taxonomies, authority files, folksonomies, 

and thesauri) and Simpl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 (SKOS)  
 Ontology design and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of metadata and ontologies  
 Metadata generation (methods, tools, and practices)  
 Search engines and metadata  
 Semantic Web metadata and applications  
 Vocabulary registries and registry services 

而共收納了 8 篇 Full Paper、5 篇 Project 及 8 篇的 Poster。 
 
各界菁英發表了 Semantic Web/System Interoperability 及新 Web 2.0 社群應用，例如：Facebook、

Twitter 等社群互動網絡的應用與衝擊；Social Tagging 及 Tag Ontology 分析；SPARQL 的技術應用，

以及 SKOS（Simpl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等應用的相關主題與議題。 
 

三、會議舉辦地點及活動範圍 
本次的會議地點為韓國國家圖書館之館員訓練中心（Librarian Training Center），以及數位圖書

館區。而韓國國家圖書館位於首爾漢江南方的區域之盤浦洞，與首爾精華區一江之隔。本區域為文

教區，附近有政府公家單位、商業管理中心、醫事學校等。 
而國家圖書館本身包含主體建築（總館）、行政中心、館員訓練中心及新建完成之數位圖書館

等四大部份，並座落在綠樹環繞的山坡上，與樹木、公園構成一個民眾休憩的好地方。 
相關會議資訊請參考：http://www.dc2009.kr/。 

 
貳、投稿發表及行程規劃 

因為這次的會議主題是：Semantic Interoperability of Linked Data，而主題與本人研究之詮釋資

料應用技術相符合，因此便將部份的研究成果彙整為全文文章（Full Paper）作為投稿標的，並在

昭珍老師的指導下，以 Archiving and Management of Digital Images Based on an Embedded Metadata 
Framework 的文章主題進行投稿與發表。 

本研究主旨是探討如何將詮釋資料與數位物件結合，並透過資訊技術的開發，實際應用在數位

檔案管理系統、數位典藏應用系統之中，並經由文獻分析與探討，整理出相關應用技術與標準，以

及各標準間的差異與優劣，並在實作中將諸多議題釐清，並藉以分享與供後續研究之探討。 
在經過 DC-2009 工作小組及 DCPapers 小組的 Review 後，獲通知本篇文章已被 DCPapers 接受，

並須於 2009/10/12 – 2009/10/16 前往韓國首爾 DC-2009 會議中進行文章之發表。會議工作小組並安

排了本篇的發表場次，訂於 10/15 (五) 的 Full Paper session #3 裡進行發表。 
因此，便安排及參加了本次 DC-2009 國際會議之 10/13 ~ 10/15 的主會議（Main Conference）

部份，進行報名註冊與行程規劃。並於 10/12 搭機前往韓國首爾，並於 10/15 進行文章發表，以及

安排了 10/16 的韓國首爾的文化參訪行程，並於 10/17 搭機返國，完成本次國際研討會之文章發表

與國際觀摩的任務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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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參訪行程 
    本次主要活動為參加 DC-2009 國際研討會，並進行文章發表與交流。因此主要的活動範圍在

韓國國家圖書館部份，其次行程則於會議空檔期間，走訪了韓國知名古蹟，前朝王宮 – 景福宮，

以及走訪了位於景福宮旁的三清洞文化街區域，以及由光化門廣場到清溪川的精華地帶，藉以了解

韓國之文化發源，以及韓國的經濟科技進步、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現況。 
 
一、國家圖書館與數位圖書館 
    韓國國家圖書館（the National Library of Korea）是位於首爾南方，以漢江之隔的瑞草區盤浦洞，

其該區亦為交通的樞紐，附近有高速巴士客運總站，並有多條高速公路連絡道；附近的文教區包含

大法院、檢查廳、商業管理中心、教育大學、天主教醫事大學、聖母醫院等公教設施。 
    圖書館本身主體建築雖座落在山坡上，卻不高聳，避免遮住了廣大的綠蔭山林，而新完成的數

位圖書館（Digital Library）更是採用環境融合方式，屋頂一片綠意，建築淹沒在植物批附之中。

大量採光的多離帷幕，使得白天室內明亮，減輕燈具的使用。而內部資訊設施也都在省電模式下運

行，在無人操作的情況下，均會自動進入休眠模式之中。 
    數位圖書館的操作空間提供數位體驗，增加民眾資訊近用與數位機會的服務，並在展示區中提

供了 Mobile 應用服務的說明、觸控面板的操作介紹等，可以看到在人機操作介面上的改良與優化，

更適合非資訊專業人員的操作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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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入口處                           國家圖書館主體建築 

  
位於一旁的館員訓練中心，是本次開會的地點   數位圖書館的大廳 

  
民眾可以自由取用無線網路的區域             神桌，觸控式的媒體操作方式 



2009/10/20 

5 / 10 

   
 提供民眾的上網空間          超大的玻璃帷幕，是採光主源  連年長者都可以輕易使用 
 
二、景福宮 
    景福宮位於首爾市中心，是繁華商業區的發展地，也是古代韓帝王的主要王宮，現多座主體建

築已被列為古蹟。景福宮內的宮室可看出韓國朝鮮時期的文化組織及社會階層結構，正一品到從九

品的官員階級制度，分工細緻，宮內服務人員最盛時期也近三千多人。雖多處地點遭日軍佔領時毀

壞，但重修的建築仍不失當年的宏偉，可看出當時宮室繁華的景象。 
    宮室設計皆運行中國古代禮制前朝後寢制度（指前殿早朝、後殿休寢之意），左青龍、右白虎、

前朱雀、後玄武的部署結構，環山而建，背擁仁王山、北岳山，猶如王座一般。是深入了解韓國文

化的重要參觀地點之一。 
 

  
興禮門為宮室的外門                         守衛交班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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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政殿與正一品到從九品官的早朝位置         勤政殿的大殿與王座 

  
宮室與殿閣                                 後花園 

   

殿閣的長廊                   會慶樓與湖畔                民眾穿著古服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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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清洞 
    三清洞是位於景福宮與昌慶宮中央的新興文化區，正與對街的仁寺洞新興創意區，結合成兩個

主要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區，三清洞中處處林立著許多由政府大力扶植的文化創意人，在此設立屬

於自己的個人 Art Gallery 及 Museum。可見韓國在鼓勵文化創意的發展上，是大力的推動與支持，

反觀國內的西門紅樓與華山藝文區域的規劃不佳，以及創意市集規模的薄弱，不合理的收費制度與

不明確的獎勵制度，使得年輕創意熱情逐漸消失，以及每每流失的創意家參與意願。而在韓國似乎

可以見到他們文化創意人的臉上的喜悅，眼中散發出希望的光芒。 
 

  
隨處可見的個性化商店與個人美術館、博物館   每幢建築都具有自己的特色 

  
搭配綠意盎然的街道，形成優雅的徒步區       幽靜的空間，構成創意家創作與思考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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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勵文化創意人才大膽的提出自己的想法、塑造自己的文化、發出自己的聲音、站上世界舞台 
 
四、光化門廣場與清溪川 
    光化門為景福宮的最外門，毀於日本佔領時期，目前整建當中，並將光化門前的大道，整頓成

光化門廣場，與旁邊的商辦大樓相呼應，亦不顯突兀。而廣場中設置有韓世宗大王的座像及韓國第

一名將李瞬臣將軍的立像，於世宗大王的座像下去，可連結地下展示會館及通到位於一旁的世宗大

王文化會館。展示著世宗大王發文韓文，設置多樣天文、天象觀星設備，以及禮儀樂器、弓箭武器

等功績。；並透過動態幕屏的展示，讓參觀者知道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朝鮮文化必須要有自己文

字的必要性，是讓韓國成為一個統一且完全的民族的重要歷程。 
 

  
目前整建中的光化門，設置了裝置藝術         光化門廣場的花藝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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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光化門廣場的世宗大王像   世宗大王文化會館            世宗大王的發明 

  
世宗大王的發明                             世宗大王的發明 

  
世宗大王的發明                             由許多液晶螢幕所組成的電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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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清溪川的訪客電子導覽服務               採全觸控式螢幕操作 

   
 親水性的設計，清溪川以成為首爾市民的休憩散步地點，也是文化展演場所 
 
肆、結論 
    藉由本次的文章發表行程，並觀摩了各國優秀人士的相關研究領域，並了解了我們鄰國韓國的

發展現況，非常有助於建立國際觀，並了解臺灣位於亞洲的地位與現況，作為推動國家圖書資訊領

域發展的一個借鏡與學習機會。而本篇投稿，亦是本屆國際會議中唯一的一篇代表台灣的文章，在

此重要的場合中，我們台灣並沒有缺席；而文章的獲選，也表示我們國家的資訊應用技術能力，以

及在圖書應用領域裡，是與歐、美、日、韓同步、並駕齊驅，並且觀念新穎。但本次的發表並不能

以此為傲，而更應該謙虛接納更寬廣多元的文化與觀點，吸收各國學術的發展與研究方法，以提升

我們在學術研究的發展，以及在國際學術領域的地位。 
在此，也非常感謝本次的贊助單位，非常樂意的贊助本次國際研討會發表之行程，使國內的莘

莘學子可以走入國際、邁向世界，並能將臺灣的聲音發表出去，也讓世紀各國可以知道臺灣在圖書

資訊的相關應用領域，仍具有一定量的水平。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