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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也很感恩能看到《TEI 使用指南》的發行，本書能有機會出版是經
由許多善緣所成，現僅就筆者所參與之一隅，簡要介紹 TEI 近年在台灣的發
展。

配合資訊時代的來臨，為提供編碼(coding)指南，以便進行電子文獻資料
的研究，國際組織TEI文件編碼協會(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簡稱TEI協會)於1987
年成立，並於1995年6月發行《TEI 指引》(Guidelines for Electronic Text Encoding
and Interchange )以及《TEI選錄》 (TEI Lite)，於國際間作各種推展。筆者與TEI
的邂逅，需回溯至1996年台北舉辦的國際電子佛典會議(Electronic Buddhist Text
Initiative, EBTI )中，從中央研究院資訊所謝清俊教授及當時在日本京都花園大
學進行禪典籍(Zen Base)計畫 Dr. Christian Wittern(維習安)的討論中首次得知TEI
的強大功能。接者， 1997年京都EBTI會議與維習安進一步討論電子佛典採用
TEI標準的可行性，適逢台灣正規劃佛典電子化的事業，遂推薦他於1998年來
台，因而有機會將TEI標準運用於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CBETA)的作業，這或是台灣大型資料庫運用TEI標記(或標誌,
markup)的濫觴。

隨後，在1999年太平洋鄰里協會(The 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PNC)
與EBTI於中央研究院舉辦的聯合國際會議中，CBETA正式對國際宣告採用TEI 標
準，引起國際學界的注意與重視。此場會議也邀請 Lou Burnard來台，親自講
解與說明TEI，詳情如筆者當時的紀錄：

第二場次TEI文獻編碼 (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http://www.tei-c.org) 的講者，
是來自英國牛津大學的Lou Burnard，他也是《TEI指引》(Guidelines for Electronic
Text Encoding and Interchange, TEI P3)一書的作者與推廣者之一，由他親自來講
解TEI準則自是最恰當不過了，在他幽默的講習下，相信與會者的收穫應該是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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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為豐盛的。 本次講習主要是介紹基本的TEI 規則，首先他先定義「TEI 是一
種文法 (Grammar)，也就是文獻電子化的規則」，進而介紹如何將這些規則
應用於詩句、劇本、講稿、字典等文件。總之， TEI 就是說明如何應用這些
標準，以記錄及保存原來的文獻，完善的將之呈現於電子模式上。講者並進
一步對如何於電子文獻中呈現各種語言，如何指向其他的電子文獻、影像，
如何標記出名相、時間、地點等資料，如何呈現文獻內的不同對話，如何連
結其他的參照資料，及如何編輯論疏等參考文獻等方法作詳細解說。接著，
則說「TEI 的由來是因為人文檢索的需求」，也就是因為目前的全文檢索無法
滿足學者與使用者的需求，因而需借助其他的方式來達成此需求。 TEI 的目標
就是希望能支援各種類型的文件、各種不同的語言、及不同時代的文獻，幫
助專家如何對任何有興趣的資料編碼，以作為檢索或交換之用。並且， TEI 可
以用SGML (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 或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自訂所需的屬性規範，可在WWW上使用的XML語言，因不必受限
於HTML的格式，將有助於TEI 的開展。[轉錄自杜正民「1999 EBTI會議大會實
錄」(Report of 1999 Electronic Buddhist Text Initiative)]

中研院對於TEI 的推廣很用心，於國際會議後，特別邀請 Lou Burnard再
its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or,
or,Anyone
Anyonefor
forpizza?
pizza?的講題中，
The TEI
TEI and its
舉辦一場工作坊，在The
Lou以生動的口氣用pizza 餅為底，加上各種素材後有不同口味的譬喻，形容
TEI 可因應數位化的各種需求，而有不同的做法，讓聽眾對上述TEI的內容更清
楚。

這個譬喻或可說是TEI在地化的先機，因為筆者於2000年11月(11月15-16
日 )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PNC 工作小組於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主辦的
「PNC2000年數位典藏及TEI研討會」中以「文件編譯 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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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介紹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TEI運作與實務等內容時，即以具有本地特色的
「大餅包小餅」比喻，說明TEI 標籤集(tag sets)與各核心元素(core elements)層
層相扣的標記功能。此次研討會是由當時的 PNC執行長兼中研院電算中心林
誠謙主任所負責推動的，這段時間該中心舉辦了多次TEI推廣活動。

2002年因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實施，在技術研發分項
計畫與中央研究院機構計畫支持下，共同成立了「數位典藏計畫後設資料工
作組」，使得TEI 在台的發展有更一步的開展，2004年中研院後設資料工作組
發行了 《文件編碼組織 後設資料標誌集 選錄版：文件編碼交換格式簡介》
的選譯版 (http://metadata.teldap.tw/standard/rarebook/TEI921224/index_c.
htm) ，這是相當有價值的資料，因為在當時這是唯一可供參考的中文 TEI 文
獻。

從1998年至此，謝清俊教授熱心推動「文章內容標誌(TEI)小組」， 不定
期邀約中研院史語所、古籍文獻工作小組及國內外學者專家討論數位全文建
構相關議題，對於TEI在台灣的推動功不可沒；而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謝瀛
春教授也舉辦「中文新聞內容數位化研討會」，倡導TEI至中文新聞領域。

由於《TEI 指引》兩大冊全都是以英文撰寫，往往成為漢籍全文數位化工
作者的門檻，因此CBETA 主任委員釋惠敏教授、顧問維習安與筆者經常討論
到，如何將 TEI 中譯給有心進行全文數位化的使用者參考。就在一次的商談
中，得到中研院史語所林富士先生的同意，進行TEI中譯工作，始有本書譯出
與發行的可能。是以，從2005年起，在林富士先生與邱澎生先生等位數典內
容分項計畫主持人的支持下，委由筆者所負責召集的「漢籍全文主題小組」
與「文獻與檔案工作小組」，以三年時間執行TEI工作坊的推動與進行此書的
中文編譯在地化計畫。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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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在地化計畫的宗旨為「為推廣數位時代傳統漢籍全文的製作與當代漢
籍的國際交流，建構漢文環境的國際交換標準，為當前之重要課題。本計畫
擬就國際學術標準的 TEI 標記語言，進行中文版翻譯作業及推廣活動。」因
此，自2005年12月起，主題小組多次邀請本書編譯Dr. Marcus Bingenheimer(馬
德偉，現職為法鼓佛教學院圖書資訊館館長)，於中研院內開設春、秋兩季的
TEI工作坊，講授 TEI標記的基本知識與技能。在馬德偉館長的努力推動下，舉
辦的TEI工作坊，學員包含有各執行計畫的工作人員，如中研院史語所、語言
所、近史所、台史所、資訊所等，以及台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故宮、國史
館等數典計畫小組人員、中華佛學研究所及法鼓佛教學院學員，與數典計畫
相關人員等，幾乎包含台灣進行大型全文數位化團隊的主要成員。

發展至今，台灣對 TEI 已有相當的基礎，是以有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與法鼓佛教學院(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兩個單位，先後加入TEI國際會員，此兩個單位對TEI 在台灣的發展也
繼續不遺餘力的盡心推廣。

其中代表「數位典藏計畫」的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傅心家教授與政治大
學系謝瀛春教授，曾多次以台灣TEI代表身分參與國際TEI年會，對台灣TEI在國
際間的推動頗有貢獻。數位典藏計畫辦公室於2006年3月6日至9日於中央研
究院舉辦「TEI教育訓練課程(TEI Tutorial)」，傅教授特別邀約TEI 協會主席Julia
Flanders以及編輯Syd Bauman來台講習，介紹文件符碼化及標記(Introduction to
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and Markup)，以及未來文件符碼化教學等議題(Further
Issues in Teaching TEI)。
在此同時，馬館長亦多次代表法鼓佛教學院參加TEI年會，讓國際瞭解台
灣電子佛典對TEI的努力與發展。並於2008年3月與2009年3月二次邀請TEI 協
會負責人之一Sebastian Rahtz 先生(任職於英國牛津大學電算中心)，來台進行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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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教學，內容除了TEI最新版本P5的介紹外，也加入在地化的應用與效應，期
能協助中文在地化計畫之推廣，使台灣漢籍全文標記系統更臻完善。這些活
動都由馬館長現場翻譯與協助說明，更讓人佩服的是除了致力於TEI工作坊的
推動外，同時他也於教學、館務、行政、國際講學以及推動漢籍數位化作業
的百忙中，還能撥冗帶領其TEI團隊，進行本書的編譯作業， 使得本書能在短
短不到三年的時間完成，其驚人效率，令人感佩。

謝筱琳小姐的參與使本書能順利發行，也應於此記一筆，筱琳於擔任
「漢籍全文主題小組」助理時，即開始協助馬館長辦理TEI工作坊，並撰寫TEI
工作坊報告等資料。進而於「漢籍全文主題小組」負責編輯的《漢籍全文數
位化工作流程指南》(http://content.ndap.org.tw/index/?p=347&page=7)，首
次將TEI資料寫入書中，讓TEI在地作業得以清楚的呈現。她全程參與這些年的
TEI活動是一很重要的貢獻。當然，馬館長所帶領的整體團隊也是功不可沒，
就不於此贅筆。

有幸應這位我從1998年認識以來，即投入台灣佛教數位工作的好友──
馬館長的邀約，雜亂的撰寫此文，藉此機會表達個人對他及其團隊衷心的佩
服。誠如馬館長所說「這份屬於人文資訊領域重要標準的在地化成果，能夠
幫助中文數位文本的工作者，與國際潮流結合」，相信本書的發行或也可讓
前述多人的努力成果於此集大成，此乃數位典藏界的美事。
杜正民

法鼓佛教學院 副校長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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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 TEI簡史
3. 標誌能為你做什麼？處理數位文本還要注意什麼？
4. 從文件模型著手
5. 建立標頭
6. 標誌文本
6.1 架構
6.2 名稱與日期
6.3 編輯者加入的資訊
6.4 學術編輯註解項目
6.5 缺字
6.6 標誌與圖像
7. 加入會員
1. 前言
人文與資訊科學有許多交集處，但是只有極少數領域是重疊的，標誌技術
即為其一。標誌可以直接在數位文本中模擬學術編輯工作，因此適合所有的學
者在數位文本中運用。各領域的標誌標準為數眾多，例如：適用於數學公式的
1

2

「MathML」 、以數位型式表達樂譜的「音樂標誌語言」 ，以及貯存影像檔專
門資訊的「MIX」。另外，諸如METS和MODS等標準，則描述組成複合數位物件
的必要資訊，以便圖書館員能夠歸檔及流通。

然而，有一個標準，在它的綜合性、沿革及效益上都具備獨到之處。對於
剛起步的人文資訊學而言，TEI（文件編碼組織後設資料標誌集）這個標準是
最重要的成果。它是一個開放、集體發展的標誌標準，適用於所有時期、任何
語言的文本。在本質上，TEI允許任何種類的文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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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出處、結構、異讀、省略、註腳、索引、表格等，也包含編輯者本身加
入的解釋、註解及修訂資訊，甚至包括記錄某種資訊確定度百分比的可能性。
TEI詳盡的指引，擁有超過500個元素、屬性、集及模組，並提供完整大量的
舉例說明，應屬人文學科中包含最廣的標誌標準。對於人文學門的成就而言，
它已儼然成為實質上的標準。
TEI協會近來致力於該標準的國際化。透過提供全球合作夥伴基礎架構，
協助他們以自己的語言製作在地化的標準。法鼓佛教學院、數位典藏與數位學
習國家型科技計畫（TELDAP）及TEI聯合組織在過去三年，已合作在地化的中文
TEI標準。本書即為此合作計畫的成果。

本書目的有二：
一、提供簡介，特別著墨於以TEI標誌中文文本所遭遇到的問題。書中將討
論一個標誌計畫的基礎觀念，並提供具體的案例，說明如何標誌文本中
3

的現象。

二、作為編碼者的參照。這包含多年來TEI翻譯的部分成果：
o《TEI選錄版》：這是TEI標誌的簡短入門。我們大量加註於此入門指南
中，提供案例的背景知識，或是將案例中的西文文獻替換為中文文
獻，方便中文讀者理解標誌原理。
o 元素及屬性的定義譯名：所有的譯名已上載於TEI網站，並由TEI協會
4

維護之。

o 在地化並翻譯每一個元素的使用範例。
o 由《TEI指引》（以下簡稱《指引》）中，選譯第二章。

除了本書所所提供的翻譯外，法鼓佛教學院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已合作譯出ROMA中文界面（http://www.tei-c.org/Roma/。見第四章：從文件模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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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著手），並由Julia Flanders、Syd Bauman（2006年春）及Sebastian Rahtz
（2008年與2009年春）和筆者（2005年冬到2006年及2006年秋）於中央研
究院舉辦多次的TEI工作坊，推廣TEI的使用。
在協助TEI在地化的大量人員中，筆者特別要提出的有：中央研究院後設
資料工作組（MAAT）起草後設資料標誌集選錄版P4，清華大學的傅心家教授
與Julia Flanders和Syd Bauman開辦工作坊。另外，謝清俊教授及謝瀛春教授則
是台灣支持TEI的元老之一；維習安教授引導筆者入TEI之門，並總是提供寶貴
時間回答疑問。筆者的好朋友，法鼓佛教學院的副校長杜正民教授總是鼓勵
筆者朝這個方向，以及其他與TEI相關的計畫案努力，並且提供他源源不絕的
支持與資源。少了他，就沒有今天的TEI在地化成果。

龐大且有時極為艱澀的技術資料（元素及屬性定義），是由黃韋寧翻
譯、吳恬綾重譯。劉純佑翻譯《指引》的第二章，以及謝筱琳負責在地化的
案例翻譯及專案管理；同時，他們也翻譯了《TEI P5選錄版》，戎錫琴則翻譯
本序。《指引》雖已是經典之作，但即便是以英語為母語的讀者，都經常要
重複閱讀才能理解；而在地化也需要優異的語文能力、創造力與縝密思考。
這些團隊成員解決標誌集中艱澀難懂的內容，並統一譯詞，過程艱辛，理當
獲得最佳表揚。除TEI在地化計畫的團隊外，負責「文獻與檔案工作小組」的
助理陳美智小姐及其「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的同事，在工作坊的籌辦推
廣以及本書的出版上亦多協助，在此也向他們致謝。

由於這些成員的投入，方有今日的成果公諸於世。若有任何疏漏，文責
當由筆者自責。事實上，筆者不僅負起對翻譯團隊的品管之職，同時也衷心
邀請讀者諸君回饋意見，使在地化的工作於未來更臻完善。

筆者竭誠期望，這份屬於人文資訊領域重要標準的在地化成果，能夠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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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這個領域使用中文數位文本的工作者，與國際潮流結合。中華文化的文字
天地是人類文化遺產中極為迷人的一部分。像TEI這樣的開放標準，將保證中
華歷史的寶藏在未來易於取得，以便人們從事研究或悠遊其中。因此，基於
分享的精神，謹以此成果奉獻給所有中華文化的仰慕者與朋友。
2. TEI 簡史
上述標誌語言多使用常見的語法──XML（可延伸性標誌語言）。從發表
的1998年起，XML就被證實對於許多交換資料標準的設計是有用的。標誌的
觀念早已問世，第一個標誌標準語法是由Charles Goldfarb等人設計的標準通
5

用標誌語言(SGML)。 SGML是一個聰明的語法，而且從某方面來說，比XML更
全面、更有彈性。可惜的是，即使是基本的應用，如驗證分析器等，它也很
難撰寫出來。多年來，需要標誌數位文本的機構別無選擇，必須以高價使用
付費軟體解決問題。在XML問世後，這樣的處境立即獲得改善──由於XML更
加嚴謹及更精確定義語法，電腦工程師可以一己之力開發工具，用來驗證或
6

轉換以XML編碼的數位文本。

TEI的概念出現於1987年，一群數位文件專家聚集於美國紐約的法薩爾大
學時。他們決定開發一個標誌數位文本的標準，並且一致通過一般的設計原
則。第一份起草（P (=Proposal) 1）由Lou Burnard及C. M. Sperberg-McQueen完
成於1990年。P2出現在1992年，1994年更新至P3，開始進入穩定成熟的階
段，而沿用多年。

在1990年代，TEI接受多方的補助，諸如：美國國家人文捐贈基金
（NEH）、歐盟、加拿大人文及社會學研究委員會（Canadia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美隆基金會（Mellon Foundation），以及在TEI
7

標準開發的期間，作為主持機構的五所大學。 十年後，發現TEI需要更多正式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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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織編制，於是在2000年12月正式成立TEI協會（TEI Consortium）。第一屆
會員聯合大會於 2001 年在比薩舉行。自此以後，會員大會每年都在不同地
點舉行，而TEI社群也穩定地成長。此協會依其內部章程規範，並由推選出來
的董事會及技術委員會擔任管理之職。今日，TEI協會已擁有超過八十名的會
員，幾乎所有的會員皆來自歐洲及北美，二個會員機構來自台灣，但是，就
筆者所知，並沒有來自日本、韓國或中國大陸的會員。

TEI的組織結構建立後，在技術發展層面上，其標準也必須更新。當時，
TEI P3 仍屬標準通用標誌語言（ SGML ），這意味著以 P3 編碼的文本，需要
用 DTD 來驗證，並且以高度客製化排列的工具處理。當 1998 年XML問世時，
顯然可見， TEI 標準必須相容於 XML 這個新格式。在 2002 年，由 Lou Burnard
與 Syd Bauman 編輯的 P4 版本，正式以 XML 表達 TEI 。隨著技術的發展得以
見出， XML 算是挺成功的，並進而引生出為數眾多的新技術──名稱空間
（namespaces）、文件模型語言（schema-languages）、XPath、XQuery以及其
他標準。這些新技術令數位文本的產出、管理、交換以及儲存方式，發生莫
大的變革。面對這些變革，TEI協會仍積極接受挑戰，在範圍更廣的資訊領域
中，依然維持其標準，與技術演進同步進步。這項成果就是TEI P5，它發表於
2007年11月，提出多項重大的改進，包括「名稱空間敏感性」（namespaceawareness）以及更健全的客製化機制（ODD）。對於中文的數位文本而言，
特別有趣的是外字模組（gaiji module），它已將XML標準字集中的缺字，另作
描述及處理。

現在，要辨識文件是否符合P5或更早的版本很容易：TEI P5文件的根元素
是<TEI>，且名稱空間必定是http://www.tei-c.org/ns/1.0；而所有的舊版本根元
素都是<TE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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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標誌能為你做什麼？處理電子文本還要注意什麼？
如果你正在閱讀本書，表示你可能正著手某種標誌的工作。本節將嘗試
回答：TEI能為你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除了TEI之外，你還需要那些工具以便
更有效地處理文本？
只要他們認為有需要，TEI允許編輯者、學者、圖書館員編碼數位文本中
的任何現象。這可以是文本本身的任何面向，例如：章節結構、文本被建立
的來源、頁碼、編輯者加入的資訊（例如：根據其他研究成果，插入文中佚
失的章節段落）。
為什麼我們值得投資時間與精力，學習並使用國際標準來從事這項工作
呢？為什麼我們不就近採用某種隨手可得的編碼器或是程式，來標誌文本就
好呢？
以下便是採用國際標準的理由：
1. 數位文本並不只存在我們自己的電腦中而已。像TEI這樣的國際標準，能
提供某種程度的互用性。因此我們所生產出來的數位文本將能夠保存久
遠。舉例而言，當一份中文的數位文本載明標頭資訊時，一位遠在北美
的圖書館員，即使不懂中文，也能夠掌握所有必要資訊，將這筆數位文
獻歸檔保存。
2. 驗證功能是以XML為基礎的計畫的重要精華。TEI讓使用者可以自行建立
智慧型的、高度客製化的驗證方案，並能夠輕鬆地擴充或修改。輕鬆製
作、修改文件模型，對於任何數位計畫而言都是極有價值的優勢。
3. TEI社群提供愈來愈多自由軟體給發展中的計畫使用，藉此節省使用者的
時間與人力。有免費取得的樣式表，用來將TEI文本轉換為HTML、PDF、
ODT，甚至是（有點令人意料外的）DOCX。有各種不同的客製化TEI，
提供給不同的使用者社群，諸如：EPIDOC提供給銘文資料使用，TEI Tite
提供給委外打字的打字行使用。
4. 愈來愈多XML的編輯軟體已內建支援TEI（如：Oxygen、XML Cop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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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而不必額外進行安裝。
5. 自家的解決方案總是缺乏公開說明，而TEI卻是全方位的充分解說。愈來愈
多不同語言的說明（正如你正在閱讀的本書）皆已現世，並且容易取得。
TEI 協會與它的維基、郵件清單、研發小組以及工作坊，提供機會給大
6. 眾加入積極的使用者社群。在這些地方，我們能夠從別人的錯誤吸取經
驗，並分享成功的解決方案。過去十年快速的技術變化，已顯示出：對
人文資訊學在一般領域發生的變動保持關注是多麼重要的事，因為所有
最新解決方案出現的速度正與新挑戰一樣的快速！

在任何維護數位典藏的機構，需要為數眾多的技巧及標準來處理數位物
件。首先，TEI是書面文本的標誌標準，在網際網路（更不用說數位多媒體內
容）普及前，TEI已經存在。TEI能將文本與圖像、聲音資訊，甚至錄影資料做
順暢的連結，但是它無法妥善表達數位多媒體物件的技術性後設資料。為此，
應該先採用如MIX（Metadata for Images in XML Standard）這樣的專業標準做
描述，再將它們透過打包形式，如METS（Metadata Encoding and Transmission
Standard），與TEI文本結合在一起。數位典藏未來極可能必須使用一個以上的
XML標準，以處理它的資料庫內容。

處理數位物件及其後設資料，除了標誌之外，還需要為數不少的電腦技
術。數位資料庫必須管理他們自己的伺服器以及資料庫，並且為所有庫藏發展
使用者界面。如果大部分的資料及後設資料是使用XML，那麼有關專業XML技
術的豐富知識，將令管理其資料庫的工作更輕易上手，並且更具生產效益，即
使某些技術在台灣尚未被普遍學習或採用。XML資料如TEI文件，原則上能夠以
任何程式語言處理，但標誌愈豐富，資訊表達愈完整，XML技術愈有助於管理
文件。將XSLT和XQuery加入工作流中，往往能夠簡化流程並提升效能。處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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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文件集時，展開在地化的XML資料庫，諸如eXist或MarkLogic是個好主意。在
我們的資料庫中，除了XML技術，也使用傳統關聯式資料庫。當資料結構單純
時，關聯式資料庫的傳輸速度將更快，也會有更多成熟的工具可運用。然而，
數位化文化類的內容卻鮮少以單純的資料結構呈現。

4. 從文件模型著手
在介紹TEI時，習慣上，文件模型的建立、維護通常都被放到最後討論。
然而，筆者認為有理由將文件模型在TEI中的建立方式，提到前面來討論。畢
竟依賴文件模型來驗證文件的能力，是使用XML標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管理
文件模型的機制而言，TEI遠遠凌駕其他標準之上。
XML 標準定義一些元素、屬性，並且決定這些元素及屬性如何運用於文
件中。這些訊息以正式語言寫成的文件模型（ schema）表達。過去大多數的
文件模型是以DTD語法寫成，而時至今日，使用比DTD表達能力更佳的語言，
8

如XML Schema、Relax NG或是Schematron顯然是更明智之舉。 文件模型是任
何標誌計畫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編碼器必須使用文件模型來驗證它們的文
件是否符合標準。現在，一般的XML標準（例如NewsML）通常不鼓勵使用者
更換文件模型，你只能選擇用或不用，但是不能修改文件模型。 TEI 的特色
便在於允許使用者訂作客製化的文件模型。使用者可自行增加或刪除元素及
屬性，改變元素的內容模型，以規則表示法限制元素內容及其屬性值等等。
這些對文件模型的改變說明，被記錄在稱為ODD(One Document Does it all)

9

的客製化檔案中。ODD檔案本身當然是TEI文件。透過ODD檔案，可以用任何
10

語法產出文件模型 。為了讓使用者輕鬆上手，TEI協會研發出Roma這個令人
驚豔的工具（http://www.tei-c.org/Roma/），並持續維護中。Roma是由Arno
Mittelbach編寫，目前由牛津大學的Sebastian Rahtz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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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初次使用Roma，他就能夠從頭開始製作一個文件模型。
網頁快照圖 1:

步驟一：
選擇「 Reduce Sc hema 」（簡化文件模型）以便建立一個新專案，設
計你所需要的客製化文件模型，然後單擊「 Start 」。如果你選擇「 Reduce
Schema」，其預設值是包含所有的元素及屬性，這表示你擁有最大的選擇，
但不必然是最佳選擇。文件模型應該是剛好最好，也就是說，只包含那些真
正需要用到的元素。畢竟健全的文件模型概念是以智識的方式限制我們的選
擇，來生產清楚且前後一致的標誌。如果你還不熟悉TEI的模組結構，那麼
11

「Reduce Schema」就是個方便的選擇。 有經驗的使用者可能傾向從「Build
Schema」（建立文件模型）開始。由這個選項開始製作TEI文件模型，將包含
最少的可能模組（tei, core, header 和 text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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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快照圖 2:

步驟二：
為你的文件模型選擇一個名稱及檔名，檔名中不可包含空白或是中文字
元。接下來選擇Roma的界面語言，並記得單擊「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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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快照圖 3:

步驟三：
進入 TEI 模組。有超過五百個元素被分門別類在各模組中。各模組的介
紹在《指引》的各章中有概括說明。例如：編碼名稱及日期的<in-depth >元
素，被分類在namesdates模組，說明見於《指引》的第十五章（Names, Dates,
Peoples and Places）。在TEI模組的頁面上，你可以刪除那些不需要的模組（如
果你是從「簡化文件模型」開始的話），或是加入那些你需要的元素所屬的模
組（如果你是從「建立文件模型」開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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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使用TEI的新手，那些模組的名稱對你應該沒有太大的意義，而
且顯然可能成為你取捨模組的困擾，這是無可避免的狀況。當你對TEI不熟悉
時，無法抉擇你的專案需要那些模組；但是相反地，如果你不從某處開始入
手，你將永遠無法熟悉TEI。

對於初次的使用者而言，從最大可能的文件模型開始是不錯的選擇（亦即
選擇從「簡化文件模型」開始），但要記得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刪除那些多餘的
元素。理想上，你的文件模型應該只包含那些你在標誌中真正用上的模組。如
12

果你想檢查模組中包含那些元素，只要單擊模組名稱即可。

標誌中文資料，通常需要包含外字模組（gaiji module），以便標誌缺字。
筆者也發現，在筆者大部分的研究計畫中，都需要用到linking和namesdates二
個模組。
網頁快照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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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進入「建立文件模型」，現在你已準備好訂作你的專屬文件模型了。選擇
你所用的語法。TEI本身（基於多方考量）預設以Relax NG語言表達，但幸虧由
James Clark所寫的TRANG轉換器，能夠在這些語言的限制中，將之轉換為W3C
XML Schema以及DTD語法。如果你要使用Relax NG，記得它有二種格式：XML
和Compact 語法。如果你打算在伺服器上，在處理管道中自動地驗證文件，最
好用XML格式的Relax NG。如果驗證的動作多半在本機執行，或是你想要檢查
文件模型，看看為什麼文件轉換後的結果會是如此，那麼compact syntax是更好
的選擇。初學時不必太在意這個問題，因為你所選的語法對於文件模型的可用
性影響不大，每個語法都可以表達同樣抽象的文件模型，並且也都將順利地驗
證你的文件。
網頁快照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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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
單擊「Save Customization」（儲存客製化檔案）。你將下載你的ODD說明
檔，它記錄了你在上述步驟彙編出來的文件模型。請將ODD儲存在你的文件模
型附近的位置，記得那是有價值的ODD檔案。雖然語法剖析器使用你從以上第
四步驟建立的文件模型來驗證文件，這個文件模型只是你的ODD檔案產出的其
中一個產物而已。千萬別遺失你的ODD檔案！當你需要進階修正文件模型的內
容時，將會需要它。因為Roma總是能夠由你的ODD檔案產出一個新的文件模
型，但是卻無法由文件模型建立一個ODD檔案。

如果你稍後需要擴充或限制你的文件模型，只要帶著你的ODD檔案回到
Roma的網頁。這一次，在步驟一選擇「Open existing customization」（開啟已經
存在的客製化檔案），並上傳你的ODD檔案。然後運用Roma界面做修改，儲
存新的文件模型和ODD檔案，然後使用新的文件模型做驗證，直到你再次需要
修正時，只要再重複同樣的步驟即可。絕對不要自己動手改寫或編輯TEI文件
模型！因為這麼做可能造成技術、精神及財務上的嚴重混亂。

ODD機制允許你的專案產出高度客製化的文件模型（例如：加入元素、限
制屬性值等），並且仍然符合TEI標準。只要你傳遞文本時將ODD檔案同時附
上，任何其他地方的研究人員、程式設計師、以及圖書館員，都能夠處理你的
文本內容，並且了解文集中的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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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快照圖 6:

步驟六：
選擇「建立說明檔」。在此你可下載說明檔（存成HTML、PDF或TEI Lite文
件）。說明檔包含你的文件模型中的所有元素的描述及範例。在「語言」標籤
選擇中文選項，即可取得中文的說明。這些說明可用於訓練標誌人員並提供程
式設計師作參考。它是自動產生自《指引》，因此，只有在你成功地自「模
組」界面簡化文件模型之後，列印的功能才有其使用效益，否則你將印出所有
五百個元素的說明。

TEI文件模型處理的最新（2008）發展是桌上型電腦的單機版Roma，稱為
Vesta。它提供相似的功能，但不需要在線上操作。

5. 建立標頭
每份TEI文件有相同的基本架構：
<TEI>
<teiHeader>.... </teiHeader>
<text>...............</text>
</TEI>
兩個主要的段落與HTML中的<head>和<body>相似。<teiHeader>包含有關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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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文件的後設資料，例如它的來源、編輯者、版權、修訂歷程等，而<text>
則包含文件內容本身。

很顯然，數位圖書館員及典藏人員喜愛<teiHeader>。它允許書目後設資料
自動轉換成圖書館標準格式，例如MARC21。

標頭是所有TEI數位計畫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個計畫包含許多不同
的TEI檔案，是司空見慣的，而設計一個通用的標頭是明智之舉。通用標頭或
是它的部分，能夠透過稱為XInclude 的XML標準，參照到包含<text>的檔案。即
使文本本身與標頭分置於不同的檔案中，使用XInclude依然能夠擔保文本被驗
證。如此一來，標頭中的後設資料將更容易維護。

筆者常發現，在真正的編碼工作開始前，花些時間在TEI標頭上，對於計
畫的團隊頗有助益。它有助於取得關於研究資料的更清楚概念、團隊分工和團
隊將採用的公約。關於標誌的許多問題，只有在計畫執行初期，當標誌真正開
始進行，且必須被一一提出時才會浮現出來。標頭的預備工作提供工作團隊一
個共通的觀點。

TEI標頭的第一層可以包含四個區段，其中只有第一個(<fileDesc>(檔案描
述))是必要元素。

<fileDesc> 檔案描述
<encodingDesc> 編碼描述
<profileDesc> 文件背景描述
<revisionDesc> 修訂描述

T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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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Desc>可以包含七個子元素：<titleStmt>（題名陳述）、<editionStmt>
（版本陳述）、 <extent> （檔案大小）、 <publicationStmt> （出版陳述）、
<seriesStmt>（集叢陳述）、<notesStmt>（附註陳述） 及<sourceDesc>（來源描
述）。其中，只有<titleStmt>（題名陳述）、<publicationStmt>（出版陳述）及
<sourceDesc>（來源描述）是必要元素。
因此最小的 TEI 標頭只包含< fileDesc >。在這個< fileDesc >中，依次包含
<titleStmt>、<publicationStmt>和<sourceDesc>。

以下為範例：
<teiHeader>
<fileDesc>
<titleStmt>
<title>七大寺年表 with TEI markup</title>
<author>慧珍 (1118-1169)</author>
<respStmt><resp>digitized by</resp>
<name>杜正民</name></respStmt>
</titleStmt>
<publicationStmt>
<distributor>法鼓佛教學院</distributor>
</publicationStmt>
<sourceDesc>
<bibl><title>七大寺年表</title>大日本仏教全書 [Complete Works
of Japanese Buddhism]. 100 vols., Suzuki Research Foundation - edition
鈴木学術財団, Tokyo: Kōdansha 講談社, 1972. No. 647</bibl>
</sourceDesc>
</fileDesc>
</tei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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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於此，我們陳述數位文本的標題 、誰負責建立這個數位文本、數位版本
被傳遞(或源自)於那裡，以及底本在那裡出版的。

這個最小的標頭可使你驗證文件，但是任何大一點的計畫案，他們都會希
望提供更多有關該計畫的資訊。記住，你的後設資料包含範圍愈廣，你的文本在
未來的數位環境中存活的機率就愈大。由於有關標頭的章節，已全文翻譯於後，
所以在此摘要中，只強調一些可以在標頭裏記錄的事情。

每一個數位計畫案都有它自己的公約──因為總有一些問題沒有標準的解
決方案。這些特殊慣例可以並且應該被記錄在TEI的標頭中。論及西方語言常
見的小麻煩，例如：連字符號的處理方式（字中帶有連字符號是因為斷行規則
嗎？），或是拼字法習慣（美式或是英式英文？）。至於中文的狀況也一樣，
關於漢字正規化或羅馬拼音，幾乎是所有計畫都會遇到的問題。罕見字與通用
字之間有規則嗎？如何將非萬國碼(Unicode)的字元呈現在文本中呢?

記錄這些決定是很重要的。記錄的地方就在<encodingDesc>（編碼描述）
中的<editorialDecl>（編輯實行宣告）。

<encodingDesc>
<editorialDecl>
<normalization>
<p>原文簡體字轉成繁體字</p>
<p>在日文人名地名保留日文漢字(非改成中文繁體字)</p>
</normalization>
<quotation>
<p>所有的引用號轉成實體(&quot;)</p>
</qu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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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Decl>
</encodingDesc>

當任何不同的文字或語言在文本中被標誌時，任何計畫案都必須將語言用法記
錄在<profileDesc>。若有需要，這樣的記錄可以詳盡縝密。

<profileDesc>
<langUsage>
<language ident="zh-tw">在台灣講的中文</language>
<language ident="zh-cn">在大陸說的普通話</language>
<language ident="en-us">English as used in the United
States</language>
<language ident="en-uk">English as used in the United
Kingdom</language>
</langUsage>
</profileDesc>

這份數位文本只包含二種不同的語言，但是檔案描述中卻記錄四種不同的
用法。無論於何處，任何語言或文字都應使用ISO標準，只有當ISO標準無法運
用時，才用散文式描述。

還有許多其他的事物可以被記錄在<teiHeader>中，由於我們已自《指引》
中譯出完整的標頭章節，因此不在此多作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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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標誌文本
ODD檔案允許你從Roma界面訂作一個客製化的文件模型。當你建立第一個
ODD檔案之後，並且也議定好第一份具備基本後設資料的TEI標頭草稿，那麼就
是開始標誌文本的時候了。

6.1 架構
一開始，你可能想要給文本下一些簡單的架構性標誌，識別文本中主要的
段落，並且將它們參照回原始出處。例如：如果你正在數位化一本書，你可能
想用<div>標誌「章」，<p>標誌印刷的段落，<pb>參照回原始出處的頁碼。如
果你的文本是一個石柱的銘文，那麼整片銘文可以用一個<div>標誌，<p>則完
全不需要，然後還需要記錄<lb>（斷行）而非<pb>（換頁）。多數的時候，你
必須在幾個基本問題上做決定：

你希望你所標誌的架構，模擬印刷或手寫底本的架構，或是你希望以新方法架
構文本？也就是說，你的計畫要數位化到什麼程度？是模擬一個非數位的物件
到數位環境中，或你的版本是一個全新且獨立的數位版本？
編碼者能夠加入內容嗎？例如能夠以<note>的形式指出負責加註的人嗎？
文本來源是否只有一個？數位編輯是否結合了二個或更多印刷或手寫的來源？

6.2 名稱與日期
對於許多計畫而言，簡單架構性的標誌方式已經可以得到它的目的。然
而，近幾年的普遍趨勢是以結合底本圖文的方式呈現數位文本。在大規模的數
位計畫空前成功之後，越來越多使用者要求直接查閱原始出處。這些數位計
畫如：Google Books、Europeana等，都是結合數位文本、後設資料、及進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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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光學字元辨識）技術。我們想要搜尋大量的
數位文集，但是最後還想看到一頁書扉，或至少有一張它的圖像。

依賴簡單架構性標誌方法來完成近似原本模樣的結果，對於純文字化的數
位典藏而言，這真是個壞消息。然而它再次確立TEI的方法是有效的，提供頗
有表達能力的標準來處理數位文本，遠優於只是模擬結構而已。如果數位文本
僅被視為紙本的數位版本，那麼它的實用性也不過等於數位圖像及由OCR產出
的文字檔案。然而，透過比較深度的標誌方式，就有可能遠遠超越僅呈現底本
14

的版本。TEI計畫應該加入有價值的、無法自動產生的資訊到文本中。

最普遍的文本現象之一，就是名字與日期，它們應該與其他內容區分，編
入目錄的，並且分析。多數文獻論及某些事件，而事件多半有名字。對於更強
大的知識管理而言，編目及連結這些名稱是極為基本的能力。唯有當多種異名
被辨識及連結時，才可能進一步使用簡易的全文搜尋（full-text searches）──
這是對中國古典文本而言極為重要的功能，因為這些文本常常出現一人多名的現
象（別名、號、筆名、俗性、法名、諱名）。

編碼器辨識不同形式的名字後，透過「key」這個屬性來連結權威資料庫
或是索引檔案中的詞條。這使得我們可以搜尋一個名字的異名，並且檢索所有
這些人名或地名涉及的段落。

15

我們尚未發展出足以準確地分析文本，並辨識其中所有名字的演算法。

同樣的，也不（或是尚未）能夠縮減統計分析方法(如Google這類公司用來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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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網路的方法)至適用於處理此種規模較小文集的大小。另一方面，學者想要
至少能夠像Google搜尋網頁一樣，聰明地搜尋他們的文集。目前，人腦尚需辨
識二個名字是否指涉同一個人，在數位文本中，這種狀況最好的表達方法就是
用標誌。在標誌標準中，TEI充分表達，並能一貫地標誌如此大量的文本材料。

那麼我們如何以TEI標誌名字呢？最普遍的方法就是使用<name>元素。你
可以用「type」屬性來區別不同類型的名字：
<name type="person">張欣怡</name>
<name type="place">金山鄉</name>

然而，「type」屬性必須謹慎使用。它可能的「值」應該要限制在代號清
單中，這對驗證功能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對於地名與人名，TEI還提供專用的元素。因此我們常用下列元素
取代上述方式：
<personName>張欣怡</personName>
<placeName>金山鄉</placeName>

TEI提供許多元素及屬性幫助我們確認名字。例如，你可能想要區別一個人的
姓<surname>及名<forename>：
<persName>
<surname>張</surname>
<forename>欣怡</forename>
</pers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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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漢文中，名字可能極為複雜。例如：臨濟宗的創立者在某處文本中記
載為「臨濟開法費隱通容禪師」。若無TEI文件模型的修改，這個複合詞可能
被標誌如下：

<persName key="s26579">
<name type="lineage">臨濟</name>
<addName>開法</addName>
<name type="dharma">
<name type="common">費隱</name>
<name type="taboo">通容</name>
</name>
<roleName>禪師</roleName>
</persName>

這種大規模的標誌當然不是常常需要。每個計畫案都必須自行斟酌：它們的
標誌長度一般而言到什麼程度，又在名字的那方面必須做特殊標誌。

凡是人名或地名占重要地位的計畫案，都會維護索引或權威檔資料庫。這
些索引或權威檔資料庫收集所有的名字，並且由此可以獲得參照資訊。索引的
資料形式並沒有重大影響，但是如果你的電腦支援並不多，筆者強烈建議你將
索引的形式與其他資料統一，例如：全部使用TEI。如果你的團隊中有優秀的
程式設計師，他能夠將XML資料連結到關聯式資料庫，這也是可行的。不論以
任何方法，都應採用可讓其他計畫案分享使用的方式來建立索引。這意味著：
16

應該避開專案專用的ID，而且充分說明索引條目如何構成及如何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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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標誌名字的詳細資訊，請見《指引》的第十三章。在以下中譯本《後
設資料標誌集選錄版》第十章也有簡短的討論。

6.3 編輯者加入的資訊
使用TEI標誌數位編輯器，可以模擬所有紙本中出現的編輯共識。尤有甚者，
它能夠實現數位領域特有的編輯效果。一般編輯者加入的資訊包括：
‧標示明顯的錯誤、省略，並做修正
‧說明一般化與關於通用字以及異體字使用的策略
‧補充及刪除

一般而言，當你發現某處你想要修改、加註、訂正、或刪除時，你會希
望保留底本的文字，與你所修改的結果同時並列。TEI用<choice>元素表達這個
結果。舉例來說，如果你認為以下文句(<ab>)：「諸天適興恚怒。彼鬼遂轉
端正正。顏貌勝常」重覆的「正」字是錯誤，你可以用<corr>這個標籤，但同
時，你也必須保留原來重覆的「正」字在<sic>中。（sic＝拉丁文意為「原文如
此」）

<ab>諸天適興恚怒。彼鬼遂轉端<choice><sic>正正</sic><corr>正</corr></
choice>。顏貌勝常</ab>

如果你所做的修正只是通用字而不是訂正，換言之，那不是一個錯字，只
是同一個字的不同寫法，此時應用<orig>及<reg>：
例如這句：(<s>)施先生付了壹佰万美金！(</s>)可以標誌成：
<s>施先生付了<choice><orig>壹佰万</orig><reg>一百萬</reg></choice>美
金！</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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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更古老的文本《黃檗山志》中的例子：
洎獲<choice><orig>寘</orig><reg>置</reg></choice>之于塔分七粒于琉璃器
中瑩然光色

如果你想標誌一份手稿，很可能會遇到文字或段落，被手稿的原作者或後
人刪除、插入的情況。

在下面的信件中，開頭的(<head>)「親愛的」已被劃掉：
親愛的淑情你好

在TEI，此處可以如此標誌：
<head><del hand="author">親愛的</del>淑情你好</head>

標誌附加或插入的資訊，用<add>元素：
妳

淑情你 好
加入TEI標誌，標誌如下：
<head>淑情<del>你</del><add rend="above">妳</add>好</head>

有時因為某些因素，字符、詞、段落變得難以辨識。這種狀況TEI提供
<unclear> 和 <gap> 標籤。例如：在此偈頌：「 (<l>) 假使虛空裂大地皆振
◤
動」，句中裂與地之間，有一塊墨水的污漬，則可標誌如下：

<l> 假使虛空裂 <unclear reason=" 墨漬 "><gap unit="char" extent="1"/></
unclear>地皆振動</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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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字下半部未染墨漬，故仍可據以推測它究竟是什麼字。你可以再次使
用<choice>來記錄幾種可能的推測，再用「cert」屬性決定每種推測的可能性
高低。

<p>假使虛空裂
<choice>
<unclear cert="medium">天</unclear>
<unclear cert="high">大</unclear>
</choice>地皆振動
</p>
在本例中，我們認為「大」的可能性高於「天」。

6.4 學術編輯註解項目
在人文學研究中，高品質的文本版本是不可或缺的。建立如此版本，編輯
者集體用的方法稱為經文鑑別學(textual criticism)。如眾所周知，文獻學及經文
鑑別學在中國傳統也是重要的思維方法。在中國清代考證學發展的極盛時期，
諸如顧炎武(1613 – 1682)、戴震(1724-1777)、段玉裁(1735 – 1815)等學
者，史無前例地精通文本考訂。而正如他們的同行──同時代的歐洲聖經學者
及古典學者──漢學的擁護者也對他們自己的傳統重新評價。文獻學對思想史
有一定的影響，因此很值得多方了解，如何製作權威性的數位版本。

建立新版本通常會比對舊版本(witness)。當舊版本包含不同的對應本異
文文字( reading )時，編輯者將以某種方式把它們記載在學術編輯註解項目
(apparatus)裏。
TEI提供編輯者模擬既有版本及建立新版本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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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這種學術編輯註解項目最基本的元素就是<app>(apparatus)，它包含
字符或段落不同的<rdg>(reading，異文文字)。如果你從底本開始處理，請使
用<lem>（lemma，底本文字）來記錄底本文字。在校勘版本中，編輯者不只記
錄不同的異文文字，同時也根據他們的學術實力，判斷載明那一個異文文字最
恰當。
以下段落：「假使虛空裂天地皆振動」出現在20世紀初的佛經版本。
<l>假使虛空裂
<app>
<lem wit="#【大】">天</lem>
<rdg resp="#Taisho" wit="#【宋】#【聖】">大</rdg>
<rdg resp="#CBETA" wit="#【麗】">大</rdg>
</app>
地皆
<app n="fnT02p0382n09">
<lem wit="#【大】">振</lem>
<rdg resp="#Taisho" wit="#【宋】#【元】#【明】#【聖】">震</rdg>
</app>
動</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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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我們說「天」字出現在「【大】」的這個底本中，而其他版本，即標
為【宋】【聖】的版本於此處則是「大」字的讀法。同樣地，「resp」屬性說
明「#Taisho」代表核對這些證據的機構名稱。另一個符號【麗】的證據則被稱
為「#CBETA」的機構納入考慮。這些符號及略語必須在某處被解釋過──最
佳處即TEI標頭<encodingDesc>之下。
上述機制詳見於《指引》的第十二章。另外，linking模組則為製作精審版
本時，不可或缺的，以便作版本比對。（見第十六章）。至於有關句法或敘事
分析的版本，可參見《指引》第十七章「Simple Analytic Mechanisms」。這是有
趣的議題，但礙於篇幅，無法在此多做討論。

6.5 缺字
所謂的缺字從一開始就是中日韓（CJK）電腦處理的一大問題。根源的問
題是：亞洲政府及制定標準的機構，過去太慢反應其需求──提供共通的編碼
標準，以作為電腦處理書寫系統的代表──，並讓企業界自行設計各種編碼標
準。結果產生許多無法彼此相容的字符編碼標準，直到萬國碼漸漸嶄露頭角，
成為規範國際編碼的標準，才漸漸消弭此一問題。在九○年代初期，中文至少
有五種；韓文有四種；日文有三種不同的編碼標準，每種標準都包含大同小異
的CJK字符。由於萬國碼直到近來才被亞洲普遍接受，因此仍有許多問題待處
理。例如，在臺灣，Big-5字集仍留有大量資料待處理，要將它們全部轉換為
萬國碼，並非沒有問題。撇開相容性不談，所有遺留下來的編碼標準，即使
是萬國碼，都有困難去解決這些CJK字符的基本難題：它們的字符數量太龐大
了。萬國碼包含超過70,000 CJK字符，並且未來也將繼續少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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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超過40,000字符被分類在稱為萬國碼擴充字集B（Unicode Extension B）的
區塊，它們是在2001年被加入萬國碼（在萬國碼3.1版中）。但即使有這些數
量龐大的字集可用，當計畫在處理古印刷資料或是碑文時，仍然必須處理那些
不包含在萬國碼字集的字，或是對現存的字符加上異體字的註解。

現在不論稱它們為缺字，或是日文稱為「外字」，專家的定義是：它們是
現有字集中找不到的字符。然而很多使用者的經驗是：它是在他們所用的字型
中找不到的字符。隨著萬國碼的問世，這個用法上的差異也變得更顯而易見。
即使使用萬國碼，也有許多字符──即使理論上只是一部分字集──無法在使
用者端顯示。今日，只有三至四種字型能夠顯示萬國碼擴充字集B中的42,711
個罕見字。線上界面，並不能假定使用者一定擁有這三、四種字型的任何一
17

種。 當一個計畫案必須處理許多罕見字時，就必須抉擇如何在編碼及顯示的
二個層面，處理這個問題。

在編碼方面，一個計畫處理帶有罕見字的文本時，必須應付這些問題：如
何處理不含在萬國碼字集的字符（non-Unicode characters），或是如何註解某些
18

萬國碼字符，它們不容易用電腦顯示，或是需要由相似的異體字比對辨識 。

舉例如下：「說」(Unicode No. 63855)與「説」(Unicode No. 35500)能夠
輕易地由萬國碼的二個不同編碼號來編碼。然而編號No.19756的字符，卻有
二個不同形式：
和

由於萬國碼未將這二個字符作區別，又將它們編在同一個編號，所以螢幕
上會如何顯示，端看使用者使用那種操作系統及應用程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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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輸出或是界面端方面，當一個計畫以呈現其資料為目的時，必須為使用
者顯示或鑑別非萬國碼及萬國碼擴充字集B的字符，這些字符十之八九缺乏夠
龐大的字型來顯示在他們的電腦上。

就某個程度而言，這些問題都可藉由標誌來解決。TEI提供註解萬國碼中及非
萬國碼缺字的辦法。

若要採用此法， TEI 建議在文本中使用外字( gaiji )< g >元素。例如此偈：
「不得其味[口*(隹/乃)]傷而虛還」，其中包含非萬國碼字元：

在TEI編碼，可標誌如下：
<l>既不得其味<g ref="#id003"/>傷而虛還</l>

19

「ref」屬性參照到TEI標頭中該字符的描述，而標頭中關於該字符的資訊
則被記錄在<encodingDesc>之下的<charDecl>中。<charDecl>允許編碼器對字符
加入後設資料，不論什麼原因，只要是在該計畫的前後文中值得添加的資訊皆
可加入。
<encodingDesc>
…
<charDecl>
20

<glyph xml:id="id003">

<glyphName>Non Unicode Character</glyphName>
<charProp>
<localName>pronunciation</localName>
<value>zui3</value>
</charP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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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ping type="cbeta">[口*(隹/乃)]</mapping>
<mapping type="cbetaNo">CB00047</mapping>
<mapping type="regular">嘴</mapping>
<graphic url="gaiji/g003.gif"/>
<note>The character is listed in 高麗大藏經異體字字典, 漢城
市 : 高麗大藏經研究所, 2000. p. 132; #794. The pronunciation
is given as zui3, the 正字form as 嘴.</note>
</glyph>
</charDecl>
</encodingDesc>
這令資訊管理者及界面設計者有很多的方法可資對應。雖然該字符不包含
在萬國碼中，但使用註腳及文字對應，缺字也能在它出現的特定文件中，以標
準化的方式呈現。
<g>元素不一定要空白，依文本使用情況的不同，有些文字對應可以直接放入
文本中。
6.6 標誌與圖像
要將TEI文件與圖像連結，有三種主要的方案：
第一種：在數位作品的前後文中，底本中的圖表或圖像，可以嵌入文件
中，就像HTML中的<img>標籤一樣。為這個用途設計的TEI元素是<figure>，它
可以包含與該圖像有關的詳細資訊。
第二種：當你需要將 TEI 中的全文與底本的數位摹本（如：掃描檔或照
片）結合時，使用<facsimile>可以將文件與圖像連結，這在TEI中屬於較新的方
法，它被設計用來將文本──如：手稿或銘文等，這類文本的原始材質適合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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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摹本──數位化。

第三種：近年來，運用 TEI 註解數位圖像已成為可行的事。在第三方案
（我們在此不作詳細討論）中，數位抄本是不需要或是不可能的（如：因為數
位圖像並不是文件的圖像，而是一幅畫）。然而，一個計畫通常希望將註解與
數位圖像用前後一致的方法作連結，以便註解與圖像能夠在各種不同處理程
序中被完整使用。以TEI註解（通常透過SVG）來結合圖像檔，是生產圖像集標
準化註解的好方法。一般而言，這通常需要運用一個像Image Markup Tool（由
21

Martin Holmes所研發）這樣的工具 。

1. 在TEI文本中，嵌入圖像的資訊。
使用一組<figure>元素，在TEI文件中嵌入圖像。連結圖像檔，則要包含一
個空白元素<graphic>。<graphic>中的「target」屬性，與HTML的<img>中的
「href」屬性具有相同的作用。<figure>也可以包含<figureDesc>，它是圖像簡要
的散文式描述。這個元素近似於在HTML，<img>中的「alt」屬性。<figure>之中
的<head>，用來記錄伴隨圖像的圖說。

我們可以這麼寫：
<figure>
<graphic target="/images/TEI-400.jpg"/>
<figDesc>用格式化黃色的方角包住<mentioned>TEI</mentioned>字樣，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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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標有<mentioned>text encoding initiative</mentioned>字樣</figDesc>
<head>Figure 1: TEI Logo</head>
</figure>

這段標誌記錄著：這些資訊所描述的圖像，是在文本中的此處，指到一個
圖像檔，並記錄了它的圖說。

2. 將TEI文本與摹本結合
這是在TEI P5新加入的方法。因為考慮到數位文本的成長趨勢，而在全文之
後，再提供使用者數位摹本圖像。關於TEI文本中的數位摹本，詳見《指引》第
11章(11. Representation of Primary Structures)。此二個主要的途徑為：其一是簡單
地在文本中的小節放入「facs」屬性，其次是「facs」包含圖像的URI。
<pb n="p1" facs="scan001.png"/>
這提供界面設計的程式設計師一個基本方針，用來結合全文與圖像。

第二種方式有點複雜，但是支援摹本中不同區域的定義，以及處理同一頁
面或銘文中多種圖像的方法。在以下狀況特別需要使用這種方式，即：底本不
只是規則的書頁但如銘文或是縱橫字謎遊戲，它的實際位置是重要的。假如你
想要指出某文本是在某界面的那個區塊發現的，你必須使用<zone>，將摹本劃
分成幾個區塊作描述。這要寫在<surface>中最上層的<facsimile>內。範例及內
容詳見《指引》第11章。

TEI只允許建立規則的區塊，如果是多邊形或是圓形，編碼人員可以在文
件中嵌入SVG的資訊。Roma為TEI文件提供了專用的文件模型，可以傾易地嵌入
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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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入會員
TEI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專門設計標準供大眾免費取得。未來將依賴會費
以維持機能和維護標準。如果你使用 TEI ，並且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支持的標
準，你可以考慮以個人名義，或是更進一步，建議你的所屬機構加入 TEI 協
會。個人名義加入成為捐款人，其福利為：參加年會或學術社團時免註冊費─
─事實上，不論有沒有這些福利，參與這樣的學術盛會本來就是件有意義的
事。團體會員有權參與TEI委員會的選舉，並且對於TEI標準在未來的發展有相
當大的影響力。會員年費相對而言並不高，並且是依機構大小、經濟發展的等
級來區分。亞洲擁有極為豐富的文本遺產，然而很遺憾，目前為止，協會幾乎
沒有亞洲成員。TEI協會是一個值得支持的組織，TEI標準更值得有志者一同投
入，研發更好的成果。更多資訊詳見：http://www.tei-c.org/Membership/join.xml.
1. http://www.w3.org/Math/
2. http://www.musicmarkup.info/
3. 許多範例取自筆者 2005-2007 年間，於中央研究院教授的工作坊。工作坊及其他
在臺開辦的TEI課程講義及投影片，見於下址：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
tw/~mb/webclassmb/teiWorkshop/indexTei.html。
4. 正如常見的狀況：當技術性的標準被翻譯時，原文的版本仍是權威版本，也就是
說，當發生疑義時仍以英文為主。
5. SGML 在1986年變成ISO 標準(ISO 8879)。
6. 比較好的開放原始碼XML編輯器之一稱為XML Copy Editor，它基本上是獨立發展的，
可於下址取得：http://xml-copy-editor.sourceforge.net/
7. 目前TEI是由牛津大學、布朗大學、維吉尼亞大學、和南西大學主持。
8. TEI預設的文件模型語法是Relax NG。不過大部份的客製化都能夠以DTD語法

或XML Schema表達。
9. ODD的詳細說明，請見《指引》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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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假設所有文件模型中的定義皆可用某種特別的語法表達。
11. TEI匯集多個元素在主題模組中。例如：凡是會在TEI標頭出現的元素，就包

含在header 模組中。這簡化了客製化及管理。
12. 點擊模組名稱將帶領你到另一個界面，讓你可以刪減每一個模組中的獨立

元素。Core是一個特別大的模組，很可能需要刪修。Core是被設計提供為數
眾多的物件基本標誌結構，因此幾乎一定包含你不需要的元素。先花一點時
間將它們刪除，因為當你需要時，隨時可以再把它們新增回來。如此一來，
產出的文件模型將更精簡且容易管理。
13. 請 注 意 ： 這 個 標 題 往 往 與 底 本 的 標 題 不 同 。 底 本 的 標 題 可 以 記 錄 在
<sourceDesc>。
14. 既連結圖像也連結文本，且使用加強標誌的計畫範例，是烏得勒支(Utrecht)

的象徵計劃(Emblem project) (http://emblems.let.uu.nl/)及Le mariage sous l’ancien regime
(http://mariage.uvic.ca/)，以及我們自己的佛寺志計畫 (http://dev.ddbc.edu.tw/
fosizhi/)。
15. 企圖為這個目的開發知識本體庫(ontology)者，雖然做了許多努力，目前

為止還無法解決稍微複雜的問題。但在標誌的助力下，知識本體庫將可能逐
步成形：首先以權威資料庫的形式，繼而發展成更複雜的結構，也就是現今
所稱的知識本體庫──一種實體的抽象模型。
16. 不論是提供網路服務，或是原始資料，製作一個可供他人使用的權威檔也

被認為是最好的方法。範例見權威資料庫：http://authority.ddbc.edu.tw/
17. 另一個實務問題是：目前為止，大多數的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式都無法將萬

國碼擴充字集B處理得很好。特別是萬國碼UTF-16中以代理雙字組(surrogate
pair)顯示字符的解決方案，並不能完整支援。標誌並不會幫我們解決這個問

題，但是當計畫需要處理罕見字時，卻不能不注意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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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萬國碼編碼大量的異體字，主要是為了兼容性，但也是為了尊重漢字書寫

方式上的歷史發展。
19. <g>的內容不一定要空白，但是為了方便呈現，可以包含初步的描述。
20.《指引》遵照萬國碼的標準，描繪出抽象、概念的字(character)及具體、實體

字形(glyph)的區分。因此，《指引》要求使用者決定，「缺字」被視為新的
字或是萬國碼字符已有的字的不同字形。進一步說，前者使用<charDecl>中
的<char>，後者則用<glyph>。筆者個人認為，字與字形的二分法，對於增加
處理中日韓字集的概念，並無助益。例如：龍、竜、龙這三者，並非如「
a

」與「a」那樣，屬於同一字的不同字形。由於人文政治及技術上的理

由，萬國碼必須編碼數不清的「異讀」(variants)字形。字與字形的區分──
或許是由柏拉圖理念論所啟發的（字形是一個抽象理念的具體呈現）──可
行於ABC或音節字母書寫系統。但是在中日韓文字的脈絡中，要無疑地確定
一個字在文本的該版本中，是一個「真實」存在萬國碼定義的字，或它不過
是一個現存字中的不同字形，往往是不太可能的。在上述的範例中，這到底
是「嘴」的另一個字形，還是一個完全不同來源的字呢(Ch.5.4)？採用TEI對
字與字形的區別，對筆者而言從來都不是個好主意。但是，不論你將這些單
位視為<charDecl>中的<char>或<glyph>，它並不會影響編碼實務。
21. 可由以下網址下載：http://tapor.uvic.ca/~mholmes/image_mar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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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 Burnard 魯‧伯納
C. M. Sperberg-McQueen 麥克‧蘇寶麥昆
2006年2月版

1. 此選錄版翻譯已通過許多審視。TEI P4選錄版的初翻是由中央研究院的後設資料工作組(MAAT)於
2004年前完成；2005年，黃韋寧與筆者(馬德偉)重新修訂第1到8章以及第20章。TEI P5於2005
年公佈後，謝筱琳、吳恬綾、劉純佑與筆者又投入更多時間修訂，同步更新元素與屬性定義的
演變。這裡翻譯的TEI 選錄版，仍然是TEI使用的最佳入門，不過，應該牢記TEI選錄版本身只是
完整TEI文件模型的一個小分集，對於致力標誌較為複雜文獻的計畫來說，可能無法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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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TEI選錄版來自TEI編輯群的一個原始構想，也就是一個關於TEI編碼架構如
何滿足九成TEI使用者社群及其九成需求的簡單說明。溯其過往，可以想見的
是，很多人應該以為選錄版就等於TEI，或是發現選錄版所提供的遠超過其所
需的。
初版的TEI選錄版奠基於觀察現有的以及先前實際執行的文本編碼(特別是
像牛津文件檔案的收藏)和我們自己的經驗。因此，毫不意外的，即使它不是
實際上的標準，至少也是全世界電子文本中心和編碼計畫的共同起點。或許我
們製作的這份簡略、可讀的手冊對此目標亦有幫助。
早期採用TEI選錄版的人有許多來自「電子文本中心」，這當中又有許多
人自行製作了他們自己的說明文件和教學指南(部份例子被列在TEI指南頁)。選
錄版同時也被作為符合TEI之編寫系統的基礎。TEI選錄版的使用說明已經廣泛
用於教學及翻譯成多國語言(版本清單請見：http://www.tei-c.org/Lite)。
隨著TEI P4(TEI指引的XML版本，使用了選錄版作為指引內嵌修改機制的範
例)的問世，一個略經修訂、符合XML格式的版本有了產出的機會；現行的版本
是自1997年首次出現來，第一次的實質改變。此次修改利用許多P5版本新加
入的特色。對前一版本使用者造成影響的改變，可見於文後的「附錄A：別於
P4版本的實質變更」。
魯‧伯納，20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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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序文
1. 前言
2. 簡易的示範
3. TEI文件的結構
4. 正文編碼
4.1 文件分項元素
4.2 標題與結尾
4.3 散文、韻文及戲劇
5. 頁碼與頁行
6. 顯目字句的標誌
6.1 字型等項目的改變
6.2 引文與相關的現象
6.3 外文字句
7. 附註
8. 參照與連結
8.1 簡單交互參照
8.2 連向其他文件
8.3 特殊連結
9. 編輯加工
9.1 更正與標準化
9.2 省略、刪除及附加
9.3 縮寫與全稱
10. 名稱、日期及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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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名稱與關連字串
10.2 日期與時間
10.3 數字
11 .列表
12. 書目資料
13. 表格
14. 圖解與圖象
15. 詮釋與分析
15.1 拼寫正確的句子
15.2 一般目的的詮釋元素
16. 科技文獻
16.1 為科技文件而設的附加元素
16.2 自動產生區段
16.3 產生索引
16.4 地址
17. 字集、發音符號等
18.正文前與正文後資訊
18.1 正文前資訊
18.1.1 題名頁
18.1.2 正文前資料
18.2 正文後資訊
18.2.1 正文後資訊的結構區分
19.電子題名頁
19.1 檔案描述
19.1.1 題名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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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版本陳述
19.1.3 檔案大小陳述
19.1.4 出版陳述
19.1.5 叢書與附註陳述
19.1.6 來源描述
19.2 編碼描述
19.2.1 計畫與取樣描述
19.2.2 編輯宣告
19.2.3 參考及分類宣告
19.3 背景描述
19.4 修訂描述
20. 元素清單
附錄 A 對P4版本的實質變更
附錄 B 正式說明

此文件是文件編碼組織 (Text Encoding Initiative，TEI)的推薦說明，介紹
完整TEI編碼架構內的特殊分集。這裡所記錄的架構可用來編碼常見的種種文
獻，使數位轉錄的可用性達到最大功效，以及促進使用不同電腦系統學者間
之資料交換。此分集完全相容於2006年二月釋出之TEI P5文件─Guidelines for
Electronic Text Encoding and Interchange─所定義的完整版架構，並可從TEI協會的
網站http://www.tei-c.org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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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文本編碼組織指引（TEI Guidelines，以下簡稱「指引」）的寫作，是針對
想要把資訊轉換成電子形式儲存的使用者。指引強調文本資訊的轉換，但對其
他格式的資訊，如圖象及聲音等，也有涉及。不論是建立新的資源或轉換已存
在的作品，指引都是同等適用的。

指引提供使文件特徵明確表現的方法，並以此種方式來輔助電腦軟體在不
同的平台上做文本處理。明確化的程序稱為標誌或編碼。在電腦裡，任何的文
本呈現都使用某種形式的標誌，TEI的出現，部分是因為有很多互不相通的編
碼標準，造成學界的困擾，還有部份是因為電子形式的文本在學術使用上擴展
開來，TEI現在已被視為文本資料的電子格式。
指引描述一個可被擴充到多種不同軟體語言的編碼架構。第一版的TEI使
用標準通用標誌語言(SGML)；自2002年起，該標準已由可擴充標誌語言(XML)
取代。這些語言的共通之處，是以元素與屬性來定義文本，並有規則來規範元
素與屬性在文本中的用法。TEI使用XML的特色在於更具周密性，而在標誌架構
上，TEI的與其他使用XML的架構並無二致，所有一般的XML工具，都可以處理
符合TEI標準的文本。
TEI 以前的經費來自計算與人文學會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計算語言學會(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及文學與語
言學計算學會(Association for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目前則由獨立的
會員性組織維護與發展，主要負責的有四所大學。目前的經費源自美國國家
人文研究捐贈基金(U.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歐盟委託執行
計畫第八指導委員會（Directorate General XIII of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安德魯‧威廉‧美隆基金會（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
及加拿大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研究委員會（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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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of Canada）。第一版指引於1994年5月出版，歷時六年，集全球數百
位各領域專長的學者之力。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指引在數位圖書館的發展中，
不論是在語言產業，或是全球資訊網本身的發展上都漸具影響力。TEI組織於
2001年1月成立，一年後發行了現行指引的完整修訂版，修訂後全版與XML相
容。2004年，又以新的語言架構進行指引的重大修訂，並於2005首次發表。
此修訂版本的TEI Lite手冊，符合最新的TEI P5指引0.3版本。
工作之初，TEI整體的目的是根據1987年11月在紐約的維薩學院（Vassar
College）所舉行的預備會議中的閉會宣言，再進一步依據此「帕基普西原則」
（Poughkeepsie Principles）建構一系列的文件。被建構的文件即為指引，應該
要：
• 滿足需要被研究的文本特徵的表現
• 簡單、明瞭、具體
• 使用容易，研究人員不需使用特殊的軟體
• 文件可以精確的定義與有效率的處理
• 提供給使用者可擴展的彈性
• 符合現存以及現行的標準

學術的世界廣闊而分歧。為了使指引能廣泛地被接受，指引必須確保：
• TEI對於文件編碼的基本功能易於共用
• 額外的特殊功能要能夠輕易地從文本上增加(或移除)
• 同一特徵應允許多重平行編碼的可能性
• 最低限度至少要讓使用者可以自行定義標誌的詳略
• 應充分提供文本及其編碼之文件說明

本文描述的是基於上述設計目標，而自大量元素中選錄的易用選集，稱為
TEI選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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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 選錄版是從完整的 TEI 架構中所定義的數百種元素中，試圖挑選出一
套好用的「入門集」，當中包括每個使用者都應該知道的元素。透過TEI選錄
版，將可通盤理解TEI的結構以及如何將TEI的特殊元素整合到完整的TEI架構之
中。

定義本子集的目的，綜述如下：
• 應能充份處理現行實務中所可能遇見之各類型文本（例如，保存於牛津文
現典藏中的文件）
• 應能有效的製作文件，不論是產生新的文件或是對已存在的文本進行編碼
• 應能為現有的多種XML軟體所使用
• 利用TEI指引中描述的延伸機制應能從完整的TEI結構中得到TEI選錄版
• 應在符合上述目的的情況下儘可能小而簡潔

讀者可以自己判斷我們是否成功地達到這些目標。基於標誌實際文本的經
驗，我們有信心已有部分達到目標。牛津文本檔案的館藏將原來的標誌轉換成
SGML 時，即是使用TEI選錄版；維吉尼亞大學與密西根大學的電子文本中心，
也使用TEI選錄版來為館藏編碼。文本編碼組織本身現行的技術文件──包含
本文件，也使用選錄版。

儘管我們已試圖讓這份文件的內容能像教科書般詳盡，但讀者務必注意本
文件並未涵蓋所有TEI編碼結構的細節。所有在本文件中所描述的元素與其他
未被選錄的元素，都包含在TEI指引中。TEI指引應被視為權威版。選錄版使用
者應具備某些XML的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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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易的示範
首先我們用以下一則簡短的例子來說明，當一個不太懂標誌意義和電子文
本潛力的人將一篇文章鍵入電腦時，會發生什麼事。理論上，這樣的輸出可藉
由一台精確的光學描瞄器而產生，透過保留原有的分段、標題樣式和章節等
等，其結果將忠實呈現印刷文本的樣貌。至於鍵盤上沒有的符號 (例如faàl裡
的重音節符號或破折號)，則試圖仿造其形貌。
CHAPTER 38
READER, I married him. A quiet wedding we had: he and I, the parson and clerk, were alone present. When we got back from church, I
went into the kitchen of the manor-house, where Mary was cooking
the dinner, and John cleaning the knives, and I said -'Mary, I have been married to Mr Rochester this morning.' The
housekeeper and her husband were of that decent, phlegmatic
order of people, to whom one may at any time safely communicate a
remarkable piece of news without incurring the danger of having
one's ears pierced by some shrill ejaculation and subsequently stunned
by a torrent of wordy wonderment. Mary did look up, and she did
stare at me; the ladle with which she was basting a pair of chickens
roasting at the fire, did for some three minutes hang suspended in air,
and for the same space of time John's knives also had rest from the
polishing process; but Mary, bending again over the roast, said only -'Have you, miss? Well, for sure!'
A short time after she pursued, 'I seed you go out with the master,
but I didn't know you were gone to church to be wed'; and she
basted away. John, when I turned to him, was grinning from ear to
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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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elled Mary how it would be,' he said: 'I knew what Mr Edward' (John was an old servant, and had known his master when he
was the cadet of the house, therefore he often gave him his Christian
name) -- 'I knew what Mr Edward would do; and I was certain he
would not wait long either: and he's done right, for aught I know. I
wish you joy, miss!' and he politely pulled his forelock.
I put into his hand a five-pound note. Without waiting to hear
more, I left the kitchen. In passing the door of that sanctum some time
after, I caught the words -'She'll happen do better for him nor ony o' t' grand ladies.' And
again, 'If she ben't one o' th' handsomest, she's noan faa\l, and varry
good-natured; and i' his een she's fair beautiful, onybody may see
that.'
I wrote to Moor House and to Cambridge immediately, to say what
I had done: fully explaining also why I had thus acted. Diana and

474

JANE EYRE 475

Mary approved the step unreservedly. Diana announced that she
would just give me time to get over the honeymoon, and then she
would come and see me.
'She had better not wait till then, Jane,' said Mr Rochester, when I
read her letter to him; 'if she does, she will be too late, for our honeymoon will shine our life long: its beams will only fade over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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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e or mine.'
How St John received the news I don't know: he never answered
the letter in which I communicated it: yet six months after he wrote
to me, without, however, mentioning Mr Rochester's name or alluding to my marriage. His letter was then calm, and though very serious,
kind. He has maintained a regular, though not very frequent correspondence ever since: he hopes I am happy, and trusts I am not of those who
live without God in the world, and only mind earthly
things.
以上的轉錄文章有以下幾項缺點：
• 頁碼與逐頁標題夾雜在文本中，造成軟體辨識困難。
• 單引號與省略符號間沒有區別，難以確知哪些段落是對白句。
• 保留文本中連字符號的使用，簡單的搜尋軟體無法檢索到被切割的字。
• 破折號以及faàl中的重音節字以暫定的樣式鍵入，但未依循任何標準，
且僅有在轉錄者在使用說明中提及這些樣式時，文件才能被正確的處理。
• 段落僅以空白鍵標誌，而且每一行必須以換行符號來表示分行。因此，如
果印刷文本的字型的大小改變，會造成重排的困擾。
以下將展示以TEI指引來為同樣的篇章編碼。雖然我們發現這份文本可以使
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編碼，但是，以TEI來處理，最低限度至少容許我們呈現出
下列特徵：
• 段落的區分明確而清楚地標示。
• 省略符號與引用符號得以區分；直接引語能被明確標示。
• 正確呈現重音字母與破折號。
• 分頁單以空白元素<pb> 標示。
• 不保留原文的分行，重組因排版意外產生的行尾切字。
• 為了方便校讀，每段都重起一行，但取消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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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 n="474"/>
<div1 type="chapter" n="38">
<p>Reader, I married him. A quiet wedding we had: he and I, the parson and clerk,
were alone present. When we got back from church, I went into the kitchen of the
manor-house, where Mary was cooking the dinner, and John cleaning the knives, and I
said &mdash;</p>
<p><q>Mary, I have been married to Mr Rochester this morning.</q> The
housekeeper and her husband were of that decent, phlegmatic order of people, to
whom one may at any time safely communicate a remarkable piece of news without
incurring the danger of having one's ears pierced by some shrill ejaculation and
subsequently stunned by a torrent of wordy wonderment. Mary did look up, and she
did stare at me; the ladle with which she was basting a pair of chickens roasting at the
fire, did for some three minutes hang suspended in air, and for the same space of time
John's knives also had rest from the polishing process; but Mary, bending again over
the roast, said only &mdash;</p>
<p><q>Have you, miss? Well, for sure!</q></p>
<p>A short time after she pursued, <q>I seed you go out with the master, but I didn't
know you were gone to church to be wed</q>; and she basted away.
John, when I turned to him, was grinning from ear to ear. <q>I telled Mary how it
would be,</q> he said: <q>I knew what Mr Edward</q> (John was an old servant,
and had known his master when he was the cadet of the house, therefore he often
gave him his Christian name) &mdash; <q>I knew what Mr Edward would do; and I
was certain he would not wait long either: and he's done right, for aught I know. I wish
you joy, miss!</q> and he politely pulled his forelock.</p>
<p><q>Thank you, John. Mr Rochester told me to give you and
Mary this.</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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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put into his hand a five-pound note. Without waiting to hear more, I left the
kitchen. In passing the door of that sanctum some time after, I caught the words
&mdash;</p>
<p><q>She'll happen do better for him nor ony o' t' grand ladies.</q> And again,
<q>If she ben't one o' th' handsomest, she's noan fa&agrave;l, and varry goodnatured; and i' his een she's fair beautiful, onybody may see that.</q></p>
<p>I wrote to Moor House and to Cambridge immediately, to say what I had
done: fully explaining also why I had thus acted. Diana and <pb n="475"/> Mary
approved the step unreservedly. Diana announced that she would just give me time to
get over the honeymoon, and then she would come and see me.</p>
<p><q>She had better not wait till then, Jane,</q> said Mr Rochester, when I
read her letter to him; <q>if she does, she will be too late, for our honeymoon will
shine our life long: its beams will only fade over your grave or mine.</q></p>
<p>How St John received the news I don't know: he never answered the letter in
which I communicated it: yet six months after he wrote to me, without, however,
mentioning Mr Rochester's name or alluding to my marriage. His letter was then calm,
and though very serious, kind. He has maintained a regular, though not very frequent
correspondence ever since: he hopes I am happy, and trusts I am not of those who live
without God in the world, and only mind earthly things.</p>

此獨特編碼方式呈現一些選擇可能性或優先順序。將焦點放在勃朗蒂的文
本，而非某一特定的印刷版本，在基本的編碼議題中，這是其中一個面向：
選擇性。編碼僅能將編碼者所認為重要的文本特徵明確化。即使在這簡短的篇
章，仍然有很多可擴展編碼的其它方法。例如：
• 能以制式化的格式呈現對話中的段落。
• 可加入任何關於該篇章的詞彙註腳或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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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加入由此文本連結到其他文件的連結。
• 可從週邊文字辨別出各種專有名稱。
• 可加上關於此文章來源以及背景的詳細書目資料。
• 提供篇章的句子、句法、用字等語言分析，每一個單元都可以與適當
類別下的編碼結合。
• 文本可分成敘述或論述單元。
• 文本的系統性分析或詮釋可放進編碼中，透過置入潛藏在文本和分析
或文本和一個或更多譯本之間的複雜的文本排版或連結。
• 文本的篇章可以連結到其他媒體的聲音或是影象。

TEI所推薦可實現上述幾點的方式，在以下的章節中會討論到。TEI的整體
指引同時也提供更大量的可能性，以下僅列出幾點：
• 名字構成要素的詳細分析。
• 提供文本來源或主題的各種詳細後設資訊。
• 透過文本特殊的版本系列資訊，展現關於印行的歷史或原稿的變更。

關於這幾點以及其他可能性的推薦與用法，應該查閱完整的指引。

3. TEI文本的結構
所有符合TEI標準的文本，都包含（A）一個TEI header（以元素
<teiHeader>（TEI標頭）標誌）與（B）文本正文轉錄部分（以元素<text>（文
件）標誌）。這兩個元素能結合成為一個單一的元素〈TEI〉。

TEI標頭部分包含相當於印刷文件書名頁所提供的資訊。最多可包含四個
部分：第一個部分以書目性的方式敘述該機器可讀的文本、第二個部分敘述文
件編碼的方式、第三個部分以非書目性的方式敘述該文本（文本背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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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修訂歷史。標頭部分更詳細的說明見「19. 電子題名頁」。
TEI文本可以是個別文件（單一作品），或是文件集（多件單一作品的集
合，像是選集）。不論是單一或文件集，文本都可以有前資訊或後資訊，而前
後資訊之間就是文本的正文。一個文件集的正文可能是由多個群組所組成，且
每個群組包含著更多的群組或文本。

單一性文本編碼的整體結構如下：
<TEI>
<teiHeader> [ 標頭部份資訊 ] </teiHeader>
<text>
<front> [ 正文前資訊 ] </front>
<body> [ 正文 ] </body>
<back> [ 正文後資訊 ] </back>
</text>
</TEI>
文件集也可以有前資訊和後資訊。文件集的前後資訊之間可能會有一個或
多個小文件群組，又每一個小文件也都可有各自的前後資訊。文件集的整體編
碼結構如下：
<TEI>
<teiHeader> [文件集的標頭部份資訊 ] </teiHeader>
<text>
<front> [ 文件集的正文前資訊 ] </front>
<group>
<text>
<front> [ 第一份文件的正文前資訊 ] </front>
<body> [ 第一份文件的正文 ]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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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 第一份文件的正文後資訊 ] </back>
</text>
<text>
<front> [ 第二份文件的正文前資訊] </front>
<body> [ 第二份文件的正文 ] </body>
<back> [ 第二份文件的正文後資訊 ] </back>
</text>
[ 更多的文件或文件群組 ]
</group>
<back> [ 文件集的正文後資訊 ] </back>
</text>
</TEI>
擁有各自標頭的TEI文件，也可以被定義為一個複合的TEI文本，稱為一個
「TEI文集」，它也有自己的標頭部分：
<teiCorpus>
<teiHeader> [文件集的標頭部份資訊 ]</teiHeader>
<TEI>
<teiHeader>[ 第一份文件的標頭部份資訊 ]</teiHeader>
<text> [第一份文件的正文] </text>
</TEI>
<TEI>
<teiHeader>[第二份文件的標頭部份資訊 ]</teiHeader>
<text> [第二份文件的正文] </text>
</TEI>
</teiCorpus>

TEI P5 選錄版 69

但是，不能夠再創造一個複合的文件集──也就是說，不能將多個元
<teiCorpus>（TEI文集）合在一起，當作一個單一物件。這是目前《TEI指引》
的限制。

後續的章節主要在討論簡單的文件結構。在每一個討論當中，會列出相關
的TEI元素和它們的簡短定義，定義該元素所使用的屬性值(attribute)，並且提供
指出該元素屬於哪個元素集(classes)的參照。這些參照會連向源自《TEI指引》
裡每個物件的詳細說明。多數的章節裡頭，都包含一則簡短的範例。

例如，這裡是目前討論過的元素：
• <TEI> 包含符合TEI標準的單一文件，由一個teiHeader及一份文件組成，
可單獨出現或是作為元素<teiCorpus>(TEI文集)的一部分。它的屬性包括：
xmlns

TEI預設名稱空間。

version

TEI架構的版本。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teiHeader>(tei標頭)在所有符合TEI標準的文本起始的電子題名頁當中
提供敘述性以及宣告性的資訊。它的屬性為：
type

標明標頭所附屬於的文件類型。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text> (文本)包含一份任何種類的文本，無論是單一或文件集，例如詩詞
或戲劇、散文集、小說、字典、或是文集範例。[+att.declaring ]

4. 正文編碼
如前面章節所述，一個簡單的TEI文件，由以下元素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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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nt> (正文前資訊)包含位於文件最前端、正文之前的項目 (標頭、題名

頁、前言、獻詞等) [+att.declaring ]
• <group>(群組) 包含複合文本的正文，所匯集的一連串單一文件 (或文件

群組) ，因為某特殊目的被視為一個整體，例如一個作者的作品集合、一
連串的散文集等。 [+att.declaring ]
• <body> (正文)單篇文章的整體部分，不包含正文前及正文後資訊。[+att.

declaring ]
• <back> (正文後資訊) 在正文之後，包含附錄等。[+att.declaring ]

正文前後資訊當中所能使用的各項元素，在後面的章節「18.正文前與正
文後資訊」會詳加敘述。這個章節裡，我們將討論構成文件內正文的元素。

4.1 文件分項元素
一篇散文的正文可能僅由一系列的段落組成，或者這些段落集結起來形成
許多的章、節、小節等。每個段落以標籤<p>(段落)來標示。元素<div>(文本
區段)則是用來呈現任何集結的段落。
•<p> (段落)標記散文的段落。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div> (文本區段)文件的正文前資訊、正文及正文後資訊的分支區段。[+att.
divLike att.declaring ]

元素<div>的類型屬性(type attribute)可用於分辨、或提供文件分項類別的
慣用名稱。常用的屬性值是「書」、「章」、「節」、「部份」、「詩」、
「歌」等。以一個計畫來說，通常會建議它做出定義並且遵循這類屬性質的專
門清單。

一個元素<div>本身可能內含多<div>，用來仿造書籍的傳統結構。書籍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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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結構可依照階層分解為許多單位，也就是部份，部份下之下有章，章之下有
節，並以此類推。普遍來說，TEI文件都符合這個簡單的階層模式。

識別碼屬性(xml:id attribute)給予所屬的分項一個獨一無二的識別符號，可
用在交互參照或其他連結，像是評註；進一步的討論在「8. 參照與連結」。
在每一個主要的結構單位使用識別碼(xml:id)非常有用，而且最好以系統化的方
式命名，如在文章名稱縮寫後加上章節編號(參見下方的例子)。

略稱屬性(n attribute) 能夠同時或擇一給予所屬的分項一個幫助記憶的小名
或是數字。如果原文件已經有確定的參考或縮寫格式（如引用聖經的書/章/節
的模式），即可以使用屬性略稱（n）來記錄。

語言屬性(xml:lang)明確標示所屬分項的語言。語言是由一個國際定義的符碼
所識別(語言屬性值必須為國際標準代碼)，此部份將於後面的章節「6.3 外文字
句」繼續討論。

呈現屬性(rend attribute)用於提供所屬區段、或者其他元素呈現之形式的
資訊，深入討論將出現於「6 顯目字句的標誌」的章節。同時與類型屬性(type
attribute)使用，執行計畫通常會發現，預先定義此屬性的可能屬性值很有用，
不過，TEI選錄版並不強制要求。

以上四個屬性，識別碼屬性(xml:id attribute)、略稱屬性(n attribute)、語言屬
性(xml:lang)以及呈現屬性(rend attribute)，具有極為廣泛的用途，可被任何的TEI
架構的任何元素所取用，它們是「全域屬性」。關於其它全域屬性的定義，將
在TEI選錄版中的「8.3 特殊連結」中詳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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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件中，每一個識別碼（ xml:id ）的屬性值不可重複。確保不重複的
簡易方式是讓它反映文獻的階層結構。以亞當‧史密斯的 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為例，此書的初版有五冊，每一冊分若干章節，某些章節又分成不同
部分，可如下定義識別碼（xml:id）的屬性值：
<body>
<div xml:id="WN1" n="I" type="book">
<div xml:id="WN101" n="I.1" type="chapter">
... </div>
<div xml:id="WN102" n="I.2" type="chapter">
... </div>
...
<div xml:id="WN110" n="I.10"type="chapter">
<div xml:id="WN1101" n="I.10.1"type="part">
... </div>
<div xml:id="WN1102" n="I.10.2" type="part">
... </div>
</div>
...
</div>
<div xml:id="WN2" n="II" type="book">
....
</div>
</body>
若傳統的標準分類架構與作品的架構不相符合時，識別碼（xml:id）與略
稱（n）這兩種屬性可以使用不同的編號架構。例如，某一部小說分為幾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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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冊各有若干章節，但是章節編排是連貫而非各冊獨立的。則可以採用這種架
構：

<body>
<div xml:id="TS01" n="1" type="Volume">
<div xml:id="TS011" n="1" type="Chapter">
... </div>
<div xml:id="TS012" n="2">
...</div>
</div>
<div xml:id="TS02" n="2" type="Volume">
<div xml:id="TS021" n="3" type="Chapter">
...</div>
<div xml:id="TS022" n="4">
...</div>
</div>
</body>

上例中，作品有兩冊，每冊含兩章。原文中章節編號是由1至4，但是利用識
別碼（xml:id），得以讓章節呈現出1.1, 1.2, 2.1, 2.2如此的編碼結構。

4.2 標題與結尾
每一個<div>(文件區段)也許一開始會有題名或標題，或是(較不常見)在
最後還有結尾辭，如「第一章完」。下列元素適用於譯錄這些標題與結尾：
• <head>(標題) 包含任何種類的標題，像是章節或是詞彙表的標題。屬性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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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標記者可自行用任何方法將標題分類。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trailer>(結尾辭) 包含文本中一個區段結束時的結尾題名或尾錄。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其他可用在文件分項開始或結尾部分的必要元素，在「18.1.2 正文前資
料」中會討論到。

標題和結尾辭是否要包含在文件轉錄當中，由轉錄者來定奪。當一個標題
名稱極為普通(如「第1章」)，或是這個標題已經被定義在屬性值當中(如<div
type="Chapter" n="1">)，則標題可被省略；若標題包含不可復原的文字則不可
被省略。例如，哈代（Hardy）的《綠林樹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的開頭可如此標誌：
<div xml:id="UGT1" n="Winter" type="Part">
<div xml:id="UGT11" n="1" type="Chapter">
<head>Mellstock-Lane</head>
<p>To dwellers in a wood almost every species of tree ... </p>
</div>
</div>
【註：Mellstock-Lane為第一章的標題】

4.3 散文、韻文及戲劇
如上文所述，文本分項裡的段落由<p>(段落)來標誌。例如：

<p>嗑巴黎！到過巴黎的一定不會再希罕天堂；嘗過巴黎的，老實說，連
地獄都不想去了。整個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鴨絨的墊褥，襯得你通體舒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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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頭都給薰酥了的──有時許太熱一些。那也不礙事，只要你受得住。讚美是
多餘的，正如讚美天堂是多餘的；咒詛也是多餘的，正如咒詛地獄是多餘的。
巴黎，軟綿綿的巴黎，只是你臨別的時候輕輕地囑咐一聲『別忘了，再來！』
其實連這都是多餘的。誰不想再去？誰忘得了？</p>
【註：節錄自徐志摩，〈巴黎的麟爪〉。】

供韻文和劇本（戲劇、電影等）等文本的結構組合所使用的標誌如下：
• <l> (詩行)詩文的一行，包含不完整的一行。它的屬性為：
part

指出詩行韻律表現是否完全。

[+ att.metrical att.enjamb ]
• <lg>(行組) 形式上被視為一組的詩行，如詩節、疊句、韻文段落部分
等。[att.divLike ]
• <sp>(演說) 劇本中的台詞或散文、韻文中某一個人的演說。[+ att.ascribed ]
• <speaker>(講者) 特殊的標題或稱號，以表明劇本中ㄧ位或多位的講
者名稱。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stage>(舞台指示) 在劇本中所呈現的任何舞台場景或演出動作指示。
可用的屬性為：
type

指出舞台指示的種類。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在此以一篇詩文的開頭為例子，說明詩行和詩節的標誌情形：

<lg n=”1”>
<l>尋尋覓覓</l>
<l>冷冷清清</l>
<l>悽悽慘慘戚戚</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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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乍暖還寒時候</l>
<l>最難將息</l>
<l>三杯兩盞淡酒</l>
<l>怎敵他</l>
<l>晚風來急</l>
<l>雁過也</l>
<l>正傷心</l>
<l>卻是舊時相識</l>
</lg>
【註：節錄自李清照，《聲聲慢》。】

元素<l>(詩行)是用來標誌韻文的行（詩行），並非排版造成的行：上例
中，原編排方式可能因為採用<l>標誌而無法清楚表現。如果需要標誌排版造
成的行，可以使用元素<lb>(分行)來標誌，詳見「5. 頁碼與行碼」。

有時候，特別是在戲劇的文本當中，詩行會在不同的講者之間被分隔開。
最簡單的標誌方式是用部分（part）屬性來表示破碎不完整的詩行，請見下
例：

<div type="Act" n="I">
<head>ACT I</head>
<div type="Scene" n="1">
<head>SCENE I</head>
<stage rend="italic"> Enter Barnardo and Francisco, two Sentinels, at several
doors</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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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speaker>Barn</speaker>
<l part="Y">Who's there?</l>
</sp>
<sp>
<speaker>Fran</speaker>
<l>Nay, answer me. Stand and unfold yourself.</l>
</sp>
<sp>
<speaker>Barn</speaker>
<l part="I">Long live the King!</l>
</sp>
<sp>
<speaker>Fran</speaker>
<l part="M">Barnardo?</l>
</sp>
<sp>
<speaker>Barn</speaker>
<l part="F">He.</l>
</sp>
<sp>
<speaker>Fran</speaker>
<l>You come most carefully upon your hour.</l>
</sp>...
</div>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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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莎士比亞的劇作裡，多有抑揚格五步音(iambic pentameter)的押韻，此
韻律可能出現於單一角色的單一詩行，例如範例中Nay, answer me. Stand and
unfold yourself.以及”You come most carefully upon your hour.” ，即是短長格抑揚
五步的完整代表；不過也有同一韻律由不同講者說出的例子，像是”Long live
the King! Barnardo? He.” 這一詩行，就分別由Barnardo和Francisco說出才形成完
整韻律。 】

同樣的方法也可以應用在由兩個不同講者表演的詩節上：
<div>
<sp>
<speaker>First voice</speaker>
<lg type="stanza" part="I">
<l>But why drives on that ship so fast</l>
<l>Withouten wave or wind?</l>
</lg>
</sp>
<sp>
<speaker>Second Voice</speaker>
<lg part="F">
<l>The air is cut away before.</l>
<l>And closes from behind.</l>
</lg>
</sp>...
</div>
以下的例子說明用劇本的方式標誌散文中的對話。同時說明使用人物屬性
（who）來定義散文裡對話段落的說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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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sp who="ZLM">
<speaker>鐘离昧 </speaker>
<p>項王呢？項王呢？項王沒受傷嗎？…… </p>
</sp>
<sp who="TC">
<speaker>亭長 </speaker>
<p>……哦哈，他把盾牌也拋棄了，抓著敵人在當盾牌。只見人在飛，人飛，
真象肉彈子啦。他把手里抓著的人象彈子一樣亂擲！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真
不是人所能辦到的。……敵人都閃開了，沒人敢應戰，把他們重重圍困了來。
遍地都是死傷啦。……哦哈，黑盔甲倒了一個，又倒了一個！…… </p>
</sp>
<sp who="ZLM">
<speaker>鐘离昧</speaker>
<p>項王呢？項王呢？ </p>
</sp>
</div>
【註：節錄自郭沫若，《楚霸王自殺》。】

5. 頁碼與行碼
分頁和分行可以下列空白元素來標誌。
• <pb>(分頁)以標準參照系統來標記頁與頁之間的分界線。它的屬性為：
ed

指出該分頁位於哪一版本。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lb>(分行)標誌某些版本上(在印刷上)的新起行。屬性包括：
ed

指出該分行位於哪一版本。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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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estone>(分界) 標明文本中由標準參照系統變更所指示的任何區塊
分界點。
ed

指出該分界位於哪一版本。

unit

提供此分界段落所使用的通用單位名稱。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上述兩個元素標誌的是文本上的單一處，而不是一段的文字。標誌時，應
使用全域的略稱屬性（n）記載頁碼或行碼。
原文若有逐頁編碼，為了讓日後的校對更容易，標誌頁碼就可以發揮相當
的作用。同樣的理由也適用於標誌行碼。另，在紙本來源文件中行末的連字符
號的處理也需要考慮。
若要同時標記不同的版本的頁碼或行碼，則應該使用版本屬性(ed)來明
確指出是哪一個版本，依照所需的標籤使用量。如下例，這段文字指出兩個不
同的版本(ED1和ED2)的分頁處所在：
<p>彼得，可愛的小彼得，我「算是」你的父親，但想起我做父親的往
蹟，我心頭便湧起了不少的感想；<pb ed="ED1" n="213"/>我的話你是永遠聽
不著了， <pb ed="ED2" n="122"/>但我想藉這悼念你的機會，稍稍疏洩我的
積愫，在這不自然的世界上，與我境遇相似或更不如的當不在少數…</p>
【註：節錄自徐志摩，〈我的彼得〉。】

<pb>(分頁)和<lb>(分行)這兩個元素是屬於"分界類"元素的特例，"分
界類"元素是用來標記文本中的各參照點。TEI選錄版另外也包含了一個一般性
的<milestone>(分界)元素，它不限為特例，可用來標記任何的參照點：例如分
欄、不以其他方式標誌的文字段落的開頭、或者任何不以XML元素標記的文件
的重要變更等。版本屬性（ed）及單元屬性（unit）所指涉的版本及單位，命
名的格式可以自由選擇，但必須記錄在TEI標頭裡。元素<milestone>可以被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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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其他元素<pb>和<lb>，或是 <pb>和<lb>可以組合使用；但這些元素不
應被任意混淆。
6. 顯目字句的標誌
6.1 字型等項目的改變
顯目的字句和其他的文字有著明顯的不同，通常是字體、書寫樣式、或是
顏色的改變，為的就是要引起讀者的注意。
全域屬性樣式(rend)可以在接在任何元素當中，而且只要有需要明確指出
該元素的顯目細節時，就可以使用樣式（rend）屬性來標誌。例如，一個粗體
的標頭，可用<head rend="bold">標誌，若是斜體，則用<head rend="italic">
標誌。
在文件中未必都可能或未必需要對於字型改變的原因加以說明。在這樣的
情況下，可以用元素<hi>(顯目標示)來標記顯目文字，並且不需指出該文字在
文本中的作用狀態。
•<hi>(顯目標示) 標誌字型外觀上和週遭文字有所區別的字句，但不指出顯目
原因。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如下例，標誌指出該副標題和其中人名的字體區別，但並未作進一步的解
釋：
<p>
<hi rend="歌德體">And this Indenture further witnesseth</hi> that the said
<hi rend="斜體">Walter Shandy</hi>, merchant,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said
intended marriage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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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明確指出顯目的原因，則可以選擇使用其他更特定的元素：
•<emph>(強調) 為了語言上或修辭上的效果而加重語氣或特別強調的字句。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foreign>(外文)和週遭文字屬於不同語言的字句。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gloss>(注釋) 標明用來為另一個字詞下定義或提供註解的字詞。它的屬
性為：
target

用一個絕對或相對的統一資源識別符參照來標明相關聯的元素。

cRef

用元素refsDecl在TEI標頭內所定義的標準參照來指明相關聯的元素。

[+ att.declaring ]
• <label>(標籤) 包含和列表中某項目相關聯的標號；在詞彙表中則用來標
記被定義的字詞。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mentioned>(指涉) 標誌被提到的但意義上不被使用的字句。
• <term>(專有名詞) 被視為專用名詞的單字、複合字或符號。屬性有：
sortKey

提供索引中該專有名詞的排序關鍵。

target

用一個絕對或相對的統一資源識別符參照來標明相關聯的元素。

cRef

用元素refsDecl在TEI標頭內所定義的標準參照來指明相關聯的元素。

[+ att.declaring att.typed ]
• <title>(題名) 一個作品的題名，不論是文章、書籍、期刊或叢書，其他題
名或是副題名也包含在內。可使用的屬性包含：
level

指出題名的書目層次，即該題名之所指可以是文章、書籍、期刊、叢書或未
出版的項目。

type

用合適的分類方法將題名分類。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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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某些情形(尤其是引文或是注釋)會使用顯目或用引用符號來標記。
遇到這兩種情形，應使用元素<q>(引句)和<gloss>(注釋)(將在下節討論)。
若字型變化也要標記，則可使用全域的樣式屬性(rend)。

此處定義的元素，以下句為例說明：
On the one hand the Nibelungenlied is associated with the new rise of romance
of twelfth-century France, the romans d'antiquité, the romances of Chrétien de
Troyes, and the German adaptations of these works by Heinrich van Veldeke,
Hartmann von Aue, and Wolfram von Eschenbach.

顯目字部分的功能，可標誌如下：
<p>On the one hand the <title>Nibelungenlied</titl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new
rise of romance of twelfth-century France, the <foreign>romans d'antiquit&eacute;</
foreign>, the romances of Chr&eacute;tien de Troyes, ...</p>

只標誌字型的變化，可標誌如下：

<p>On the one hand the <hi rend="italic">Nibelungenlied</hi> is associated with
the new rise of romance of twelfth-century France, the <hi rend="italic">romans
d'antiquit&eacute;</hi>, the romances of Chr&eacute;tien de Troyes, ...</p>
【註：以上兩例的不同處在於，前者標明意義兩個顯目字的意義，意即第一字為標題，第二字是
外國語；而後者則按照印刷所呈現的樣式標誌，意指兩個顯目字都為斜體字。】

6.2 引文與相關的現象
有如字型變化的功能，引用符號一般是用來標示出文件中許多不同的情
況，而最常使用到的就是引文。如果可能，建議可以標誌出該字句的作用，而
不是僅標誌引用符號的出現。可使用下列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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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引句) 包含引文或是看似引文的字句 ----口說或心裡想的被標記得像

是被人引用(不論是否真被引用)；敘述當中的引文通常都是角色或講者所說
的話；在字典中，<q>可被用於標誌實例或編者設計的範例。屬性包括：
type

可用來指出引文內容為言詞或思想，或者做更詳細的引文描述。

direct

可用來指出引文內容被視為直接或間接敘述。

[+ att.ascribed ]
•<mentioned>(指涉) 標誌被提到的但意義上不被使用的字句。
•<soCalled>(另稱) 作者或敘述者使用的字句在意義上另有所指的表現，例

如：諷刺所使用的引號或斜體標示。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gloss>(注釋) 標明用來為另一個字詞下定義或提供註解的字詞。它的屬性為：
target

用一個絕對或相對的統一資源識別符參照來標明相關聯的元素

cRef

用元素refsDecl在TEI標頭內所定義的標準參照來指明相關聯的元素

[+ att.declaring ]

以下為簡單的引句例：
<p>佛洛伊德主張的<q>戀母情結</q>，是指兒子親母反父的複合情結。</p>
樣式屬性 (rend) 可用來標記引文部分如何被印製 ( 例如，處在其他文字之
中，或是獨立出來的引文區塊)，亦可用來指出所使用的引用符號種類。
直接引述被敘述者打斷時，可在被打斷處直接結束引述，並自敘述結束之
後接上，如以下的例子：
<p> 寶玉道： <q> 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 </q> 又笑道： <q> 只是
蘅、瀟二手還要斟酌。</q> ....</p>
【註：節錄自〈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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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要強調兩個 <q> 元素呈現單一言論，可使用連結的屬性下一元素
（next）和上一元素（prev），詳見「8.3. 特殊連結」。

引文或可伴隨來源或講者等參考資料，不論原文件是否有說明來源，皆可
使用人物屬性（who），如下例：
<q who="Wilson">Spaulding, he came down into the office just this day eight weeks
with this very paper in his hand, and he says:&mdash;<q who="Spaulding">I wish to
the Lord, Mr. Wilson, that I was a red-headed man.</q> </q>
上例也顯示了引文中如何嵌入其他引文：一個講者（Wilson）引述另一個
講者（Spaulding）說的話。

電子文件的建立者必須決定：標誌是否要取代引用符號，或保留引用符號
再另加標誌。如果文本上的引用符號被移除，可用樣式屬性（rend）來記錄原
文件上表現的方式。

如同顯目標示(的作用)，引用符號在文本中的作用並不是都可以用標
記的方法去解釋，也未必需要這麼做。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用標籤 <hi
rend="quoted">來標記引用的文字(/引文)，並且不需指出該文字在文本中的
作用狀態。

6.3 外文字句
有兩種方法可用來標誌非文本主要語言的字句。若該字句已經由於其他因
素被標誌，所標誌的元素中應該接上全域的語言屬性(lang)來標明所使用的語
言。若仍沒有其他元素，則可使用元素<foreign>(外文)，並且同樣接上語言
屬性(xml:lang)。如下例：
<p>John has real <foreign xml:lang="fra">savoir-faire</foreig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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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ve you read <title xml:lang="deu">Die Dreigroschenoper</title>?</p>
<p><mentioned xml:lang="fra">Savoir-faire</mentioned> is French for knowhow.</p>
<p>The court issued a writ of <term xml:lang="lat">mandamus</term>.</p>
如上例所示，若外文部分具有其他元素可標誌的特性，如 <title> （題
名）、 < mentioned> （指涉）或 <term> （專有名詞），則不應使用元素 <
foreign>（外文）來標誌。全域語言屬性(xml:lang)可接在任何元素中，用以表
示標誌內容所使用的語言和週遭文字的不同。

用來辨識語言、應用於語言屬性(xml:lang)的代碼，必須以特定的方式制
定，並且符合通用國際標準，這部份在《TEI指引》有相關章節的討論。一些
簡單的語言代碼範例如下：
zh or zho

Chinese/中文

grc

Ancient Greek/古希臘文

en

English/英文

ell or el

Greek/希臘文

enm

Middle English/中

ja or jpn

Japanese/日文

世紀英文
fr or fra

French/法文

la or lat

Latin/拉丁文

de or deu

German/德文

sa or san

Sanskrit/梵文

7. 附註
所有的註釋，不論印成腳註、卷末註、旁註或其他形式，皆應該使用同一
元素來標記：
• <note>(附註) 包含附註或註釋。屬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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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說明附註的形式。

Resp

標明註釋的責任歸屬：如作者、編者或譯者等。

place

標明來源文件中註釋出現的位置。

anchored

標明原文件是否指出註釋的正確參照位置。

target

標明註釋的所註點，或附註所註段落的起點。

targetEnd

如果附註不是嵌在正文中，則用以標明附註所註段落的終點。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在可能的情況下，附註的文字應該在註釋符號第一次出現的地方放入文本
當中。但像是旁註的情形就也許無法做到，因為旁註可能沒有被固定在明確的
位置上；為了簡便起見，應該可以把旁註放在相連的段落或是其他元素之前。
附註也可出現在一個獨立出來的區段當中(就像書本中的卷末註)，並利用屬性
目標(target)連結到相關的部份。
如果需要，略稱屬性（n）可用來記錄註釋的編碼或記號。若作品中兼有
作者註或編者註，則應固定使用屬性責任歸屬（resp）以示區別;其餘種類的
註，需在TEI標頭中申明。
舉例如下:
< p > 中 魔 的 人 們 < n o t e p l a c e = " fo o t " n = " 1 " > 本 篇 的 捷 克 語 原 名 為
<mentioned>Pábitelé(巴比代爾)</mentioned> 是<mentioned>Pábitel(巴比代
爾)</mentioned>的複數。 <mentioned>Pábitel(巴比代爾)</mentioned>是作者
為概括他小說中一種特殊人物形象而生造出來的一個任何捷克語辭典中都找不
到的新詞。本文譯者全且將其譯成 <mentioned>「中魔的人們」</mentioned>
。</note> 水泥廠門前，幾個老頭 ...</p>
【註：節錄自赫拉巴爾著，楊樂雲、萬世榮譯，《中魔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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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xml:id="RAM609">
<note place="margin">已甚之言</note>
<l>生前個個說恩深，</l>
<l>死後人人欲搧坟。</l>
<l>畫龍畫虎難畫骨，</l>
<l>知人知面不知心。</l>
</lg>
【註：漢文古籍裡常寫邊緣(上緣為主)的註解，稱為眉批。本例的「以甚之言」，即為編註者對
於下方詩句之批註。此段節錄自馮夢龍，〈第二卷：莊子休鼓盆成大道〉，《警世通言》。】

8. 參照與連結
在同一份SGML文件中，文本中的一點要明確地參照和連結到另一點，可
以使用本章節介紹的元素來編碼。不明確的連結（如兩個平行文件的聯合、
插入及中斷），可用「8.3. Special kinds of Linking特殊連結」一節中論及的連
結屬性來編碼。
8.1 簡單交互參照
單一文件中的一點參照和連結到另一點的編碼，可在下列二個元素中擇
其一：
• <ref>(參照) 使用一個或多個參考點，指向本文件的另一處，可能用於
（正文外的）附加文本或解釋。它的屬性包括：
target

用一個或多個統一資源識別符參照 (URI References) 來說明參照所指位置 。

cRef

用元素refsDecl在TEI標頭內所定義的標準參照來說明參照所指位置

[+ att.pointing att.declaring ]
• <ptr>(指標) 定義一個或多個參考點，指向本文件的另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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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提供一個或多個統一資源識別符參照 (URI References) 來具體說明指標所指
的位置 。

cRef

用元素refsDecl在TEI標頭內所定義的標準參照來說明指標所指位置

[+ att.pointing att.declaring ]

<ptr>（指標）與<ref>（參考）兩個元素的不同在於：<ptr>可以簡單的
僅標誌一個指標，不需填入內容，但是<ref>可以包含文字──基本上是交互
參照的內容。元素<ptr>被使用在非文字的交互參照，例如符號、圖示、或用
一個按鈕連到一個電子文件。在文件製作系統中也很有用，格式製造者可從
交互參照中產生正確的（標誌）語法。

以下兩例在邏輯上是相同的（假設已經在文獻某處使用元素<ptr>正確語
法標誌交互參照）：
詳見 <ref target="SEC12">第34頁第12節</ref>.
詳見<ptr target="SEC12"/>.

目標( target )的屬性值必須用來作為本文本內其他元素的識別碼。這表
示，被連結的章節或段落必需對應同一個識別碼，因此，該段落必須被標誌
為一個元素，但並沒有限定該段落需使用何種元素。下例中，交互參照連結
到元素<div>：
...
詳見<ptr target="#SEC12"/>.
...
<div xml:id="SEC12">
<head>關於識別符碼</head>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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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識別碼屬性（xml:id）具有全域性，文件中的任何元素都可以識別碼
（xml:id）命名而被連結。下例中，一個段落被賦予一個被連結的值：

...
此部分詳述於<ref target="#pspec">連結的段落上</ref>
...
<p xml:id="pspec">連結可以連向任何元素
...</p>

目標類型屬性（targType）可標示連結到特殊類型的元素，如下例所示：
此部分詳述於<ref target="#dspec" targType="div body">
連結的章節上</ref>

上例中，若被命名為「dspec」的元素不是<div>或<body>（正文），則此
參考無效。

類型屬性（type）可為連結的類別做適當地分類。責任歸屬屬性（resp）
可表示連結的建立者、建立機構；建立日期屬性（crDate）可表示建立日期，
如下例：

...
此部分詳述於
...
<ref type="xref" resp="auto" crdate="950521" target="#dspec">
連結的章節上</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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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屬性或可以被使用在包含很多連結的超文本系統，並依不同的用途建
立不同的義意的連結。

有些時候，被連結的交互參照無法找到任何文本特徵，且多數未被標誌
成任一類元素。如果希望連結的目的就在同一份文件裡，最簡單的方式是用
<anchor> （錨點）在適當地點插入標誌。如果被連結的內容是未被標誌的文
字串，可使用元素<seg>（隨機分割）插入標誌。這兩個元素的使用如下例：
•<anchor>(錨點）在文件中某一位置附上識別符碼，無論該位置是否符合一個

文字性元素。[+ att.typed ]
•<seg>（隨機分割）包含文件中任何隨機字詞層次的單元(包括其他分割元

素)。它的屬性是：
subtype

提供所標記分割段落的次級分類。

[+ att.segLike ]

下例中（假設有此例），元素<ref>(參照)表示文件中有兩個連結，連結到
文件的其他部分，第一例連到文件中的某一點，第二例連到一個文字串：
回到 <ref target="#ABCD">我打瞌睡的部分</ref>，
我發現有<ref target="#EFGH">三個字</ref>被之前的讀者用紅筆圈起來
標誌時需要為元素命名（例子中的ABCD與EFGH），以連到文件中其他地
方。假設其他同名的元素並不存在，元素<anchor> 和<seg>使用的方式如下例：
.... <anchor type="bookmark" xml:id="ABCD"/> ....
....<segtype="target" xml:id="EFGH"> ... </seg> ...
類型屬性（type）（如上例所示）可被用來區別文本中用途與一般元素不
同的元素。其他的使用方法，在下面的「8.3. 特殊連結」中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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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連向其他文件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介紹過<ptr>元素與<ref>元素如何使用於交互參照、
或是目標出現於作為來源的同份文件。然而，同樣的元素亦可用來參照其他
XML文件或者來源裡的元素，例如網路上的文件或者資料庫組件。因為目標屬
性的屬性質可以是任何有效的URI(統一資源識別符)。URI這個專有名詞的完整
定義，是由W3C (負責研發、維修World Wide Web的協會)所制定，已超過本
指導的範圍，不過，最常遇見的URI，是相似的統一資源定位器(URL)，用於指出
網頁，例如http://www.tei-c.org/index.xml。

URL 可參照一個網頁或者其中的一部分。以 http://www.teic.org/index.
xml#SEC2作為例，井字號(#)指出其後的識別符(SEC2)是由井字號前面識別的
XML 文件中的一個元素，所以，這個範例表示有一個識別屬性值為SEC2 的元
素，坐落於http://www.teic.org/index.xml的XML文件裡。我們最近討論的例子
中，井號左邊的資訊已省略，表示參照的元素設置於同一個文件內。

在URL裡，XML文件的各部分可由其他更為複雜的機制詳細指明，像是同樣
由W3C 一所制定的一種特別的語法Xpath。這個語法在連結的元素沒有識別符
但又必須由其他方法確定位置的時候，特別實用。關於此元素的詳盡敘述，已
超過本指引的領域；我們只能於此淺嘗它的威力。

在XPath 語法中，所在位置是由一系列指向文件內某部分的步驟所定義，
也就是說，所在位置是由前頭的步驟所指出。例如，要指出第二章的第二個段
落的第三行，第一步驟就要先選出第二章，接著第二步驟選出該章內的第二段
落，最後又選出該段落內的第三行。步驟可以依據文件本身的樹狀結構裡父母、
子女、孫子等的概念，或者鬆散一些，依照文本脈絡的文字、字元來定義。

TEI P5 選錄版 93

8.3 特殊連結
以下特殊用途的連結屬性可為在TEI選錄版架構裡列舉的元素所使用：
•<分析>/<ana> 連結到該元素的分析
•<對應元素>/<corresp> 連結到一或多個相對應的元素
•<下一元素>/<next> 連結屬同一集叢時，連結到下一個元素
•<上一元素>/<prev> 連結屬同一集叢時，連結到上一個元素

分析屬性（ana）標誌在同一文件中分析或翻譯的所在處，進一步的說明
在「15. 詮釋與分析」。下例以「強愛南西」一句，說明語言學的句法分析如
何標誌：

<seg type="sentence" ana="SVO">
<seg type="lex" ana="NP1">強</seg>
<seg type="lex" ana="VVI">愛</seg>
<seg type="lex" ana="NP1">南西</seg>
</seg>

以上標誌顯示了文件隱含的部分，在元素裡使用定義來解釋SVO 、 NP 及
VV1等重要內容。請注意使用元素<隨機分割>（<seg>）標誌特殊分析部件時，
是使用類型屬性（type）來區分。

對應元素屬性（corresp）標誌提供一個簡單的方式，可表現同一文件中兩
個元素之間形式上的對應關係。例如，在多語的文本裡，可以用在連結同義的
翻譯，如下例：
<seg lang="ENG" id="EN1" corresp="ZH1">John loves Nancy</seg>
<seg lang="ZH" id="ZH1" corresp="EN1">強愛南西</s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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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機制可用於多種不同的目的。下例中，「the show」對應到
「Shirley」、「the network」對應到「NBC」：

<p> <title xml:id="shirley">Shirley</title>, which made its Friday night debut only
a month ago, was not listed on <name xml:id="nbc">NBC</name>'s new schedule,
although <seg xml:id="network" corresp="#nbc">the network</seg> says <seg
xml:id="show" corresp="#shirley">the show</seg> still is being considered.</p>
【註：此用法可清晰標識名詞(the show/the network)與名稱(Shirley/NBC)之間的關係。】

屬性下一元素（next）與上一元素（prev）提供簡便的方式，把不連續的元
素連結在一起，如下例：
<q xml:id="Q1a" next="#Q1b">Who-e debel you?</q> — he at last said —
<q xml:id="Q1b" prev="#Q1a">you no speak-e, damme, I kill-e.</q> And so
saying, the lighted tomahawk began flourishing about me in the dark.
【註：此用法強調前後引文<q>的連續性。有時文章因為版面編排的關係，必須中途結束，插入
廣告或其他文章，待插入的內容結束後，才繼續補上後半的文章，此時就可用上一/下一元素，
來標示後半文章上承於前面某頁】

9.編輯加工
電子文件的編碼程序和編輯手稿或其他印刷出版品的程序有許多相同之
處。在這兩者中，一個認真的編輯會希望同時記錄來源文件的原始狀態，以及
任何編輯訂正或是文件中其他的改變。以下章節所討論的元素，即為類似需求
提供一些簡便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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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更正與標準化
編輯者若認為文本中有誤植時，可用下列元素做修正：
•<corr>(更正)包含文本中看似錯誤並加以更正過後的文字。[+att.editLike]
•<sic>(原文) 包含看似錯誤但仍照實轉錄的文本。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下列元素可用來標誌文本中正規化的改變，這些改變是為了讓文本更符
合現代語法與一致性：
•<orig>(原文格式) 標誌原文中呈現的文字，並且未經過任何修改或規格化
處理。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reg>(一般化) 標誌一般化或規格化處理過的文字。 [+att.editLike]

舉莎士比亞四開版的《亨利五世》其中一段節錄來看：
... for his nose was as sharp as a pen and a table of green feelds

現今的編輯者可能希望在此做出部分的更動，尤其是將伊莉莎白式拼音
的a’和feelds，分別替換成現代的(或標準的)為he與fields。他或她可能還想依
照十八世紀莎士比亞學者Theobald的編輯傳統，校訂table為babbl’d。如此一
來，下面的編碼則為恰當的：
... for his nose was as sharp as a pen and <reg>he</reg> <corr resp="Gifford">babbl'd</
corr> of green <reg>fields</reg>

然而，一個比較保守或者忠於來源的編輯，可能想要保留原狀，但同時
標誌出部份內文的不恰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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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his nose was as sharp as a pen and <orig>a</orig> <sic>table</sic> of
green <orig>feelds</orig>

一個現今的數位化工作者最後可能決定利用元素<choice>，將二者結合於
單一的複合文本裡。
•<choice>(複選) 匯集文件中對於同一部分文字所有可供替換的不同標記。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元素<choice>使得編者得以標誌出某處不同的讀法：
... for his nose was as sharp as a pen and
<choice>
<orig>a</orig>
<reg>he</reg>
</choice>
<choice>
<corr resp="#Theobald">babbl'd</corr>
<sic>table</sic>
</choice>
of green
<choice>
<orig>feelds</orig>
<reg>fields</reg>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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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省略、刪除及附加
除了字與詞的更正與標準化，編輯者與抄寫員也可以補遺、刪節或抄入來
源文件中被刪除或劃掉的部分。此外，因為在頁面上難以標誌，有些特別難以
抄寫的部分亦屬之。下列的元素可以用來記錄上述的現象：
• <add>(插入) 包含由作者、抄寫者、註解者、或更正者在文本中插入
的字母、單字或詞彙。屬性包括：
出現地點/place
編者權限/hand

如果附加的部分是寫在抄本中，可以指出附加部分被書寫的位置。
指出添加附註的人員 。

[+att.editLike]
•<gap>(省略資料) 指出轉錄時被省略部分的位置，省略也許是出於 TEI
標頭裡描述的編輯上的理由、也許是因為抽樣轉錄而省略、或是因為資
料不明難以辨認或聽懂。屬性包括：
reason

說明省略的原因，屬性質包括：sampling, illegible, inaudible,
irrelevant, cancelled, cancelled and illegible.

編者權限
/hand

若省略的內容是被身分明確的抄寫員由轉錄當中刻意刪除，則在此表
明抄寫員的身分。

reason

若省略是由於內容遭受損毀，且可識別損毀原因，則針對損毀原因加
以分類。

extent

約略指出在轉錄當中省略的文字量，可用字母數、公釐、英吋、或其
他適當的單位來表示。省略可能是出於編輯策略、來源文本中的刪
除、損毀、或其他因素而導致無法轉錄。

[+att.editLike]
• <del>(刪除) 標記在文本中，由作者、抄寫者、註解者、或更正者刪
除、標上刪除記號、或者標明為多餘或偽造的字母或單字。屬性包括：
類型/type

使用任何簡易的類型為刪除部分的類型分類。

狀態/status

或可用來標示誤刪，例如，多刪或少刪的文字。

編者權限/hand

標明刪除的人員。

[+att.edit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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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lear>(不明) 在來源文本中難以辨認或聽懂而無法確實轉錄的單字
、詞組、或段落。屬性包括：
未錄原因/

指出資料難以轉錄的原因。

reason
編者權限/hand

若轉錄困難是由身分明確的執行者所造成 (例如部分刪除)，則
在此表明執行者的身分。

agent

若因為內容遭受損毀而引起轉錄困難，且可辨別出損毀的導因，
則在此加以說明。

[+att.editLike]
這些元素或可用來記錄編輯者、抄寫員、或（手稿資料中）的作者或代筆
者的變更。譬如，電子文獻的來源文件中寫著：
下面的元素用於於簡易編輯修改。

它的內含令人想要更正錯誤，但是，同時又想紀錄刪改的資訊，故標誌如下：
下面的元素用於 <del resp="#LB">於</del> 簡易編輯修改。
屬性編者權限（hand）的屬性值LB，表示由LB更正了重複的「於」字。若
來源文件中寫著：
下面的元素於簡易編輯修改。

(假若動詞無意中落掉了）則可能被更正為：
下面的元素 <add resp="#LB">用</add> 於簡易編輯修改。

這些元素不限於編者變更的部分，它們可以被用來記錄手稿上的作者塗
改。在手稿中，作者原先寫「原來我是一朵野玫瑰，冷豔又帶刺」，然後劃掉
「冷豔」並插入「刁蠻」，則可以標誌如下：
原來我是一朵野玫瑰，<del hand="DHL" type="overstrike">冷豔</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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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hand="DHL" place="supralinear">刁蠻</add> 又帶刺

類似的兩個元素<unclear> (不明)與<gap> (省略資料)，可共用來標明因
難辨所以省略的部分，下例中，顯示與<add>合併使用來校訂：
夫戒德難思。 冠超眾象 <unclear><gap reason="indecipherable"/></unclear>
依教建修定慧之 <add hand="ed">功</add>莫等。
【註：此例表示「依」字之前的文字不明，無法描述；而「功」字則是由編輯
者插入加上的補遺。】

元素<del>用來表示原文標示刪除，卻仍然輸入到電子文本的部分；而<gap>
元素標記的是無論難辨與否，都在電子文本中被刪除的部分。例如，以一個語
料庫來說，過長的外文引句可能會被刪去：

<p> ... An example of a list appearing in a fief ledger of <nametype="place">Koldi
nghus</name>
<date>1611/12</date> is given below. It shows cash income from a sale of
honey.</p>
<gap>
<desc>quotation from ledger (in Danish)</desc>
</gap>
<p>A description of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account is once again ... </p>
【註：上例為一語料庫中的一段節錄，該段落例舉Koldinghus這個封地1611年12月的帳目，被省
略資料的部分，即是以丹麥文寫成的帳目資料。一般語料庫為了建立完善的資料庫，會捨棄過長
的外語引文，避免影響語料之分析。】

其他的語料庫（特別是在掃描器廣為流傳之前建構者），則系統性地省略
圖形與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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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 the bottom of your screen below the mode line is the <term>minibuffer</
term>. This is the area where Emacs echoes the commands you enter and where
you specify filenames for Emacs to find, values for search and replace, and so on.
<gapreason="graphic"> <desc>diagram of Emacs screen</desc> </gap> </p>
【註：此處省略的是Emacs編輯器的螢幕圖解。】

9.3 縮寫與縮寫還原
就像名稱、日期及數字，縮寫也可以保持縮寫狀態或還原全稱；可以不處
理縮寫，或是以下列的元素來標誌：
• <abbr>(縮寫) 標誌任何形態的縮寫字。屬性包括：
類型/type

允計標誌者以簡便的類別為縮寫分類。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expan>(縮寫還原) 包含一個縮寫詞的還原形式。[+att.editLike]
元素<abbr>是分辨半字彙的項目時相當有用的方式，例如只取字首的縮寫
字或者行話：
中國今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 <abbr>GDP</abbr> 較去年成長 10.4% ，但
部分工廠因 <abbr> 奧運 </abbr> 期間停工及出口訂單減少之下，第三季
<abbr>GDP</abbr>增幅降至9%，是2005年第4季以來，首次出現單季個位
數增幅。 …此外，中國國家統計局還表示，中國消費價格指數<abbr>CPI</
abbr>已持續回落，9月份<abbr>CPI</abbr>較去年同期上漲4.6%，…
【節錄自〈金融海嘯風暴 中國前三季GDP增長減緩〉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1020/17/17yrc.html (20/10/08)】

屬性類型（type）也可以功能來區分縮寫字的類型。
<expan>元素是用來標誌編碼者所提供的全稱。這個元素在謄寫手稿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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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特別實用。舉例來說，在字母p的直豎橫上一槓，是中古歐洲手稿裡普
遍出現，用以表示per (每)這個字的制式用法。編碼者可以選擇將之展開為全
稱：
<expan>per</expan>
並非所有的全稱都和其縮寫包含同樣的字母，假若遇到此狀況，一般編
輯實務會將其標誌為斜體或者以它出現的字母呈現。元素<expan>是用來指出
縮寫的完整全稱而非部分，故無法用於此。例如，中古文本常見的wt (也就是
with)，在現代版本裡，編輯會希望將其直接呈現為「with」，將原文未出現的
字母以斜體標示。它的正確編碼會像這樣：
<expan>w<hi>i</hi>t<hi>h</hi> </expan>
如果要同時紀錄縮寫與其縮寫還原，前述的元素<choice>能用來聚集縮寫的
形式及其全稱：
<choice>
<abbr>wt</abbr>
<expan>with</expan>
</choice>
10. 名稱、日期及數字
TEI架構裡有一些元素是用來定義幾乎所有文件內、任何位置上都會出現的
數據資料。這些資料在不同的領域可能有不同的意義，且都與文本之外的目標
物相關，例如：人名、地名、數字及日期。同時，這些資料在許多處理自然語
言(NLP)的程式也造成相當的問題，因為它們在文件中有各種不同的呈現方式。
本章節所描述的元素，是用來使這些資料更為清楚，降低處理這些文本的複雜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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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名稱與關聯字串
關聯字串，是一個關係到某人、某地、某物的詞彙。以下兩個元素可用來
標誌關聯字串：

• <rs>(參照字串) 包含一般名稱或參照字串。屬性包括：
類型/type

特別標誌出參照字串的所指目標。屬性值或可為人物、地點、船
舶、元素等 。

[+att.naming]
• <name>(名稱) 包含一個專有名詞或名詞詞組。 屬性包括：
類型/type

標誌詞組命名的目標的類型。

[+att.naming]

類型屬性（type）用來確認這些名稱是屬於（例如）人物、地點、組織或
是其他可能的類型：

有一天，<rs type="person"> 班納特太太</rs>對<rs type="person"> 班納特先
生</rs>說：<q>我的好老爺，<rs type="place">尼日斐花園</rs> 終於租出去
了，你聽說過沒有?</q>
【註：節錄自珍‧奧斯汀，《傲慢與偏見》。】

又一夜， <rs type="organization">WTO</rs> 再來訪，化身為慈祥
的法官，在審判席上預留了十七顆炸彈，說是要毀去聲援者的吶喊！ <rs
type="person">儒門</rs> 啊！你開牢門，逕自走向聲援的群眾中。...
【註：節錄自鐘喬，〈WTO夜訪楊儒門〉，《來到邊境》。】

下例說明，元素<rs>可用來標誌任何與人、地及其他種類的關聯，被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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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串不需要是正式的名稱或是詞組：
有一天，<rs type="person">班納特太太</rs>對<rs type="person"> 班納特先生
</rs>說：...
相對於元素<rs>，元素<name>僅供關聯字串的特殊狀況使用，也就是僅用
於正式名稱。它可以等同於元素<rs>使用，或是在混合一般與正式名稱的關聯
字串中套疊。

只是將事物標誌為名稱，很難達成名稱自動參照標準人名的處理程序。
像是文中出現的名稱可能拼音不一、不全或不清楚；再者，人名的前置詞如
「van」或「de la」，根據其語言與國家的不同，不一定都納入人名的的參照
格式裡。

識別屬性質( key)提供另一種標準化的識別符來命名物件，像資料庫的記錄
鍵(record key)一樣。藉此，可匯整文件內對於同一人物或地點的參照：
有一天，<rs type="person" key="BENM1"> 班納特太太</rs>對<rs type="person"
key="BENM2"> 班納特先生 </rs> 說： <q> 我的好老爺， <rs type="place"
key="NETP1">尼日斐花園</rs> 終於租出去了，你聽說過沒有?</q>

此用法與用來標示關聯字串標準格式的<reg>元素的用法有所不同，茲將
reg的用法展示如下：
<name type="person" key="WADLM1">
<choice>
<sic>Walter de la Mare</sic>
<reg>de la Mare, Walter</reg>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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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was born at
<name key="Ch1"type="place">Charlton</name>, in
<name key="KT1"type="county">Kent</name>, in 1873.
【註：此例使用元素 <reg> 標示人名 Walter de la Mare 適於檢索的標準格式為 de la Mare,
Walter。】

如果標準化的功用是用來提供一致的索引，在索引章節下討論的元素
<index>(索引)或許會更加適用於此：
<p>城堡。在威嚴的 <name type="person">腓力</name>
<index> <term>法國國王腓力二世</term> </index>時代總被圍攻。</p>
【註：原文出現的「腓力」的標準化檢索名稱為 法國國王腓力二世， 節錄自福樓拜著，施康強
譯，《庸見辭典》，p43。】

儘管對許多簡單的應用來說已經足夠，但這些方法有以下不便：如果名稱
出現很多次，它的標準格式必將重複出現多次；而且，重複加入的XML標誌也
可能造成文本的維持不便和處理繁複。對於像專有名詞、人物或地點的資訊、
或者任何需要對名稱的構成要素進行細節分析的情況，完整版的TEI指引提供許
多不同解決方法。
10.2 日期與時間
可做更多日期與時間細節編碼的標籤如下：
• <date>(日期) 包含任何格式的日期表示。 屬性包括：
曆法系統/
calendar

標示日期使用的曆法系統 。

標準格式值/
value

屬性值為某種日期的標準格式，通常使用yyyy-mm-dd的格式

精確度/
precision

指出日期的精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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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naming]
• <time>(時間) 標誌以任何格式定義一日以內時間的詞彙。屬性包括：
標準格式值/
value

屬性值為時間的標準格式 ，如hh:mm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屬性標準格式值（value）的值使用ISO 8601認可的標準來詳細指名日期或
時間的格式。不完整的日期或時間（如1990、1990年9月、12日），可以省略
部分的值來表示，例如：
<date value="1980-02-21">1980年2月21日</date>
<date value="1990">1990年</date>
<date value="1990-09">1990年9月</date>
<date value="--09">9月</date>
<date value="2001-09-11T12:48:00">9月11日，上午8時48分</date>

注意最後一個範例，標準化呈現的日期串裡包含了時間。這個範例也可以
用<time>(時間)元素來標誌：
慈禧太后於<date value="1908-11-15">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date>的
<time value=from "17:00">下午五時</time>病逝，後葬於定東陵。

10.3 數字
數字可用文字或數字表現（二十一、xxi、21），且這些數字的表現方式與
使用的語言有關（例如：英文的5th，希臘文寫成5.；英文的 123,456.78，法文
寫成123.456,78）。在自然語言或機器翻譯的應用上，將文件中的數字與其他
較「字彙的」部分區分開來相當有用。在其他應用上，以標準數記數法區分數
值的的能力也相當重要。元素<num>(數字)即提供此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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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數字) 包含一個以任何形式呈現的數字。屬性包括：
類型/type

標示數值的類型 。

標準格式值/value

以應用的標準格式補充說明數字的值。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範例：
<num value="33">xxxiii</num>
<num type="cardinal" value="21">twenty-one</num>
<num type="percentage" value="10">ten percent</num>
<num type="percentage" value="10">10%</num>
<num type="ordinal" value="5">5th</num>
11. 列表
任何形式的列表，皆可以元素<list> (列表）來標誌。列表是一串經排序或
未排序的文字項目排列，或是一個字彙表。每個項目可用一個項目標籤來處理
（在字彙表中，標籤即為被定義的詞）：
• <list>(列表) 包含以列表方式呈現的任何連續項目。屬性括：
類型/type

描述列表的形式 。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item>(項目) 標誌列表中的一個元件。
• <label>(標籤) 包含和列表中某項目相關聯的標號；在詞彙表中則用來
標記被定義的字詞。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個別的列表項目以元素<item>(項目)標記。第一個<item>可以選擇以元素
<head>（標題）處理，做為列表的標題。列表的編號可被省略、以略稱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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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在每個項目上標示、或（很少）將其視為內容，以元素<label>來標記。
以下各例皆相同只是以不同的樣式呈現：
<list>
<head>短列表</head>
<item>表列第一項</item>
<item>表列第二項</item>
<item>表列第三項</item>
</list>
<list>
<head>短列表</head>
<item n="1">表列第一項</item>
<item n="2">表列第二項</item>
<item n="3">表列第三項</item>
</list>
<list>
<head>短列表</head>
<label>1</label>
<item>表列第一項</item>
<label>2</label>
<item>表列第二項</item>
<label>3</label>
<item>表列第三項</item>
</list>
上述的樣式在同一列表中不可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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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兩欄式表單，可當做詞彙表來使用，標誌成<list type="gloss"> 。
詞彙表中，一個項目包含一個專有名詞及一個注釋，各以元素<label>及元素
<item>來標記。與元素<label>及<item>相對應的元素為<term>（專有名詞）與
<gloss>（注釋），它們可出現在散文文本的任何位置上。
<list type="gloss">
<head>字彙</head>
<label lang="zh">現在</label>
<item>now</item>
<label lang="zh">高聲地</label>
<item>loudly</item>
<label lang="zh">花</label>
<item>bloom</item>
<label lang="zh">草地</label>
<item>meadow</item>
<label lang="zh">木頭</label>
<item>wood</item>
<label lang="zh">母羊</label>
<item>ewe</item>
<label lang="zh">牛叫聲</label>
<item>lows</item>
<label lang="zh">界限</label>
<item>bounds</item>
<label lang="zh">小的</label>
<item lang="enm">small</item>
<label lang="zh">停止</label>
<item>cease</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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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 lang="zh">從不</label>
<item>never</item>
</list>
內部結構複雜的列表項目，比較傾向視之為表格，這種特殊的標誌，會在
下面的章節「13. 表格」定義。
不論何種列表，如果有需要，其中的列表項目都可以無限向下套疊。下例
中，一個詞彙表有兩個項目，每一個項目中都各自包含一組簡單的列表：
<list type="gloss">
<label>禍與害</label>
<item>
<list type="simple">
<item>我流落荒島，擺脫困境已屬無望。</item>
<item>唯我獨存，孤苦伶仃，困苦萬狀。</item>
<item>我與世隔絕，彷彿是一個隱士，一個流放者。</item>
</list>
<!-- 第一列表尾端 -->
</item>
<label>福與利</label>
<item>
<list type="simple">
<item>唯我獨生，船上同伴皆葬身海底。</item>
<item>在全體船員中，我獨免一死....</item>
<item>小島雖荒涼，但我尚有糧食，不至餓死....</item>
</list>
<!-- 第二列表尾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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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list>
<!-- end of glossary list -->
【註：魯賓遜漂流記 http://tw.epochtimes.com/bt/7/9/10/n1829606.htm (02/10/08)】

列表未必要以條列方式呈現。例如：
<p>起初 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
說，要有光、<list rend="run-on">就有了<item n="a">光</item>。神看光是好
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神稱光為<item n="b">晝</item>、稱暗為<item n="c">
夜</item>，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
為上下。神就造出<item n="d">空氣</item>，將空氣以下的水、空氣以上的
水分開了，事就這樣成了。神稱空氣為<item n="e">天</item>，有晚上、有早
晨、是第二日。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來，事就這樣成了。
神稱旱地為<item n="f">地</item>、稱水的聚處為<item n="g">海</item>。
神看著是好的。神說，地要發生<item n="h">青草</item>、和結種子的<item
n="i">菜蔬</item>、並結果子的<item n="j">樹木</item>，各從其類，果子都
包著<item n="k">核</item>。事就這樣成了。</p>
【註：節錄自聖經，《創世紀》，1:1-1:11。】

書目項目的列表應以元素<listBibl>（書目列表）標誌，下一節章節會說明。
12. 書目資料
區分被標誌文本中的書目資料，通常有助於研究。唯有特意區別，書目資
料在文件印出時才會以適當規範的形式出現。而元素<bibl>（書目資料）即為
此目的而設。下列元素應被運用在，欲將書目資料的參考文字特地標示出來的
地方。一般來說，至少要標誌文章、書籍、期刊的標題，因為它們需要特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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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化；其他有特殊用途的細節，也有專用的標誌元素。
• <bibl>（書目資料） 包含結構零散的書目資料，其中次要元件不一定會明
確標記 [+att.declarable]
• <author>(作者) 在書目參照中，包含一件作品的作者(群)姓名，無論是個
人或是團體性質；也就是書目項目責任歸屬的主要陳述。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biblScope>(書目引用範圍) 標明書目參照資訊的範圍，例如標示頁碼列
表、或是某著作的分支作品名稱。它的屬性包括：
類型/type

標明該元素所表達的資訊類型，例如"頁"、"冊"。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date>(日期) 包含任何格式的日期表示。屬性有：
曆法系統/calendar

指明該日期表示所使用的曆法計算系統。

標準格式值/value

屬性值為某種日期的標準格式，通常使用yyyy-mm-dd的格式。

精確度/precision

指出日期的精準程度。

[+att.editLike]
• <editor>(編者) 書目項目的次要歸屬，例如扮演編輯、編譯、翻譯等角色
的個人、機構或組織（或其他類似者）的名稱。屬性包括：
角色/role

說明責任類型的性質。簡單的屬性包括：譯者、編譯者、插畫
者等，預設值為編者。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imprint>(印行資訊) 匯集書目項目的出版或發行的相關資訊。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publisher>(出版者) 負責出版或發行書目項目的機構名稱。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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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Place>(出版地) 包含書目項目的出版地名稱。[+att.naming]
• <title>(題名) 一個作品的題名，不論是文章、書籍、期刊或叢書，其他題
名或是副題名也包含在內。屬性包括：
Level

指出題名的書目層次，即該題名之所指可以是文章、書籍、期
刊、叢書或未出版的項目。

類型/type

用合適的分類方法將題名分類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例如，編輯註可被標誌如下：
阮玲玉在1935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前一日，服用過量安眠藥，逝世。(根據周
慧玲，《表演中國》，p103)
阮玲玉在1935 年3 月8 日國際婦女節前一日，服用過量安眠藥，逝世。(根據
<bibl>
<author>周慧玲</author>,
<title>《表演中國》</title>
<biblScope>p103</biblScope>
</bibl>).
書目資料的表列，可以使用元素<listBibl >（書目列表）來包含一系列的元素
<bibl>。

13. 表格
在任何文字處理系統中，表格都是一個挑戰。簡單的表格出現於大量的文
件中，即使在簡化過的TEI選錄版中也存在, 所以表格的標誌是必要的。下列
的元素即用於標誌表格：
• <table>(表格) 以表格形式呈現、包含在直行橫列中的文字內容。屬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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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數/rows

標示表格的列數。

欄數/cols

標示表格每列的欄數。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row>(列) 包含表格中的一列，屬性包括：
角色/role

標示同一列的儲存格內所含資訊的類型。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cell>(儲存格) 標誌表格中的一個儲存格。屬性包括：
角色/role

標示儲存格中所含資訊的類行。

列數/rows

標示這個儲存格所佔的列數。

欄數/cols

標示這個儲存格所佔的欄數。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例如，我們可以記錄2008年雙十國慶日台北各飯店提供的住房數，如下：
<table rows="4" cols="4">
<head>台北飯店提供住房數目(2008年雙十國慶 )</head>
<row role="label"> <cell role="data"/>
<cell role="data">經濟客房</cell>
<cell role="data">標準客房</cell>
<cell role="data">高級客房</cell>
</row>
<row role="data">
<cell role="label">圓山大飯店</cell>
<cell role="data">203</cell>
<cell role="data">168</cell>
<cell role="data">66</cell>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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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role="data">
<cell role="label">凱撒大飯店</cell>
<cell role="data">216</cell>
<cell role="data">140</cell>
<cell role="data">32</cell>
</row>
<row role="data">
<cell role="label">喜來登大飯店</cell>
<cell role="data">197</cell>
<cell role="data">160</cell>
<cell role="data">50</cell>
</row>
<row role="data">
<cell role="label">君悅大飯店</cell>
<cell role="data">177</cell>
<cell role="data">130</cell>
<cell role="data">22</cell>
</row>
</table>

14. 圖解與圖象
文獻並不需要完全由文字組成。最易懂的文本，經常包含圖表或是插畫，
更別提那些圖象與文字交錯的文件，或是圖文相互搭配的電子資源。

編碼者可使用本節的元素，簡單地記錄在文中出現的圖象，可能的話再附上
簡短的內容描述。同樣的元素也可以用來把數位化版本的圖象嵌入電子文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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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phic> (座標) 指出文字文件中內含的圖形、插圖、或圖表的位
置。它的屬性有：
寬度/Width

顯示圖片的寬度

高度/Height

顯示圖片的高度

比例係數/

用來調整圖片顯示大小的比例係數

Scale url
mimeType

目標統一資源識別符
The MIME type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figure>(圖像) 所標記的區塊包含圖示、插圖、或圖表。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figDesc>(圖象描述) 包含圖表內容的簡短文字描述，用於紀錄圖像但未
呈現圖像的情況。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任何隨圖形出現的文字資訊，例如標題和圖說，可能存於元素 <figure>
中，包含元素 <head> 以及一個或多個元素 <p> ，就像任何圖像內的文字一
樣。強烈推薦提供圖像的短文敘述做為元素<figDesc>的內容，用在無法顯示
圖像的應用程式，以及有圖像障礙的閱讀器，使得文件能被檢索。（這類的文
字通常不被視為文獻正式內容的一部分。）
這些元素最簡單的使用方式，是標記圖像的座標位置並且提供它一個連
結，例如：
<pbn="412"/>
<graphic url="p412fig.png"/>
<pbn="413"/>
表示檔案p412fig.png裡的圖像出現於第412至413頁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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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可以出現於文本內容裡任何允許的地方，像是段落或題名內，
但不包括段落與題名之間。下列範例，編碼者將印刷業者的裝飾視為一個題
名：
<head>
<graphic url="http://www.iath.virginia.edu/gants/Ornaments/Heads/hp-ral02.
gif"/>
</head>
比較常見的是，一個圖像至少有一個可辨識的題名，可用元素<head>來
標誌，或是聚集多個圖像於一個特殊結構。納入一段影像的簡短敘述也很方
便。元素<figure>可以將多個元素包裹起來，當作一個圖像塊：
<figure> <graphic url="youngsuperman.png"/>
<head>超人</head>
<figDesc> 圖片顯示幼年克拉克已超能力舉起卡車，將養父母嚇壞了. </
figDesc>
</figure>
【註：節錄自焦雄評等譯，《認識電影》，p69。】

如果有圖像的數位版本，也可以用這個方法直接插入文件內。
15. 詮釋與分析
人們常說：所有的標記都是一種詮釋或分析。因為以普遍的方式明確分辨
主觀與客觀資訊，是困難且近乎不可能的；而且，相較於客觀判斷，主觀判斷
基本上較易引發爭議也是事實。因此，許多學者選擇記錄那些與其它標記相
比，更能夠使讀者注意到爭議存在的詮釋。本章節描述TEI架構中幾個為符合
這個需求所產生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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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拼寫正確的句子
詮釋的基本範圍是橫跨整個文本的，與其他結構單元無特殊的關係。一個
用來強調詮釋的有用開端，是分割文本成分散且可辨的單元，每一個單元可承
載一個標籤，做為一種「標準參照」。為使這種用法變得容易，這些單元不可
相互重疊，亦不可互相包含。可以方便地使用下列的元素來表現這些單元：
• <s>(句子單元) 含文字中一個句子組成的區段。 [+att.segLike]
如同名稱所示，元素<s>最常用來（至少在語言學的應用上）標誌拼寫正
確的句子，所謂拼寫正確的句子也就是由拼寫正確的特徵，像是標點符號，來
定義的單元。例如，在 先前討論過的《簡愛》裡，它的章節可被分為以下的
句子單位（s-units）：
<pb n="474"/>
<div type="chapter" n="38">
<p>
<s n="001">讀者啊，我同他結了婚。</s>
<s n="002">婚禮不聲張：</s>
<s n="003">到場的只有他和我，牧師和教堂執事。</s>
<s n="004">我從教堂裡回來，走進莊園的廚房時，瑪莉在做飯，
約翰在擦試刀具，我說：</s>
</p>
<p>
<q>
<s n="005">瑪莉，今天早上我和羅切斯特先生結了婚。</s>
</q>…
</p>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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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元素<s>不可以使用巢狀結構套疊：一個元素<s>開始，表示上一
個元素<s>已經結束。當一個句子單位（s-units）用上述的方法標誌時， 建議
將整份文件以頭尾相連的方式進行標誌，如此一來，文件中所分析到的每一個
字都恰可包含在一個元素<s>之中；此元素的識別碼便可用來指定一個獨特的
參照給這個字。如果識別碼在文獻中是唯一值，則上述例子中的略稱屬性
（n），改為識別碼屬性（id）會更好。

15.2 一般目的的詮釋元素
用途較為廣泛的分割元素<seg>（隨機分割）之前已經介紹過，其用途為
識別其他未標誌交互參照與超文件連結的目標（見章節「8. 參照連結」）。它
能夠識別文本裡詞組層次的部分，使編碼者可以指定一個使用者設定的類型，
和一個特殊的識別碼。這個元素可用來標記一些在已出版的TEI指引未提及的
文本現象。

例如，指引中並未提供apostrophe(道白句)元素來標誌文學作品中敘事者直
接向讀者（或聽者）說話的部分。其中一種處理的方式，是將這些句子以元素
<q>（引句）標誌，再以適當的人物屬性值（who）與其他的人物區別。另一
種較為簡單，實際上也較普遍的解決方式，是如下例所示，使用元素<seg>：
<div type="chapter" n="38">
<p>
<seg type="apostrophe">讀者啊，我同他結了婚。</seg>婚禮不聲張：...
</p>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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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seg>的類型屬性值（type）可以是任何值，因此，任何詞組層次的
現象都可以被記錄。將這些屬性值及其特性記錄在標頭中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有一類型的元素<seg>（不同於看來相似的元素<s>），可以在同一類型
或其他不同類型的<seg>內，以巢狀結構層層疊套，表現相當複雜的結構，上
面章節「8.3 特殊連結」中已提供部分範例。但是，由於必須遵循元素正確疊
套且不得相互重疊的規定，它無法妥善將一個詮釋與多個完全忽視文獻組織架
構的隨機分割連結。詮釋本身也必須由單一編碼的類型屬性值（type）呈現。
以上限制全不適用於元素<interp>（解釋），因為元素<interp>以相對直
接的方式，為相當複雜的詮釋資訊，提供強而有力的標誌：
• <interp>(解釋) 標明和某一文字段相連結的特定解釋性註釋。
[+att.interpLike]
• <interpGrp>(解釋群組) 匯集一系列具有共同任務或類型的相關解釋。
[+att.interpLike]
這些元素允許編碼者將詮釋的分類以及詮釋所分類的特殊內容逐一詳細指
出。因此，元素<seg>（隨機分割）可以簡單地表現某些東西是一個道白句；
元素<interp>（解釋）則可用於表示此為一個較大的分類（修辭格）中的一個
情況（道白句）。
除此之外， <interp> 必須連結到對應的段落，不論是藉由章節「 8.3 連
結屬性」中討論過的分析屬性（ ana ），或是藉由元素本身的實際位置屬性
（inst）。這意味著任何分析的類型都可以被表現，不需遵守文獻組織架構的
關係，也使得集合特殊類型的分析在一起時變得容易。元素<interpGrp>（解釋
群組）即以群聚特殊類型的分析為目的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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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假設你想要在一個文本中以不同面向：如主旨、主題素材、修辭格
及敘事中各場景的位置來標誌文本。同樣取自《簡愛》中的章節，可能道白、
誇飾與隱喻的修辭格有關；或與提及的主題素材如教堂、僕役、烹飪、郵務及
蜜月等有關；或與教堂、廚房及不特定地點（會客室？）等的場景有關。
這些詮釋可以被放在元素<text>（文本）中的任何地方；不過，將所有的
詮釋放在同一個地方（例如正文前或正文後資訊的獨立區段）似乎是個好的做
法，如下例所示：
<back>
<div type="Interpretations">
<p>
<interp xml:id="fig-apos-1" resp="#LB-MSM" type="修辭" value="道白句"/>
<interp xml:id="fig-hyp-1" resp="#LB-MSM" type="修辭" value="誇飾"/>
<!-- ... -->
<interp xml:id="set-church-1" resp="#LB-MSM" type="場景" value="教堂"/>
<!-- ... -->
<interp xml:id="ref-church-1" resp="#LB-MSM" type="提及" value="教堂"/>
<interp xml:id="ref-serv-1" resp="#LB-MSM" type="提及" value="僕人"/>
<!-- ... -->
</p>
</div>
</back>
這類有明顯重覆的編碼，可以使用元素<interpGrp>（解釋群組）群聚所有共享相
同屬性值的元素<interp>，變得更精簡，如下所示：
<back>
<div type="Interpre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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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nterpGrp type="修辭" resp="#LB-MSM">
<interp xml:id="fig-apos" value="道白"/>
<interp xml:id="fig-hyp" value="誇飾"/>
<interp xml:id="fig-meta" value="隱喻"/>
<!-- ... -->
</interpGrp>
<interpGrp type="場景" resp="#LB-MSM">
<interp xml:id="set-church" value="教堂"/>
<interp xml:id="set-kitch" value="廚房"/>
<interp xml:id="set-unspec" value="未具體說明"/>
<!-- ... -->
</interpGrp>
<interpGrp type="reference提及" resp="#LB-MSM">
<interp xml:id="ref-church" value="教堂"/>
<interp xml:id="ref-serv" value="僕人"/>
<interp xml:id="ref-cook" value="烹飪"/>
<!-- ... -->
</interpGrp>
</p>
</div>
</back>

一旦這些詮釋元素被定義之後，就可與文本對應的部分連結。 分析屬性
（ana）可在任何適用的元素內使用：
<div type="chapter" n="38">
<p xml:id="P38.1" ana="#set-church #set-k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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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xml:id="P38.1.1" ana="#fig-apos">讀者啊，我同他結了婚。</s>...
</div>

注意在此例中，因為段落有兩個場景（在教堂及廚房內），故兩者都輔以
識別代號。

另一種可行的方式是，元素<interp>可以使用實際位置屬性（inst）來指向
文本中所應用的部分：
<interp xml:id="fig-apos-2" type=" 修辭 " resp="#LBMSM" value=" 道白 "
inst="#P38.1.1"/>
<!-- ... -->
<interp xml:id="set-c hurc h-2"type=" 場景 " value=" 教堂 " inst="#P38.1"
resp="#LBMSM"/>
<interp xml:id="set-kitc hen-2" type=" 場景 " value=" 廚房 " inst="#P38.1"
resp="#LBMSM"/>
<!-- ... -->
元素<interp>不受限於任何特定類型的分析，上例顯示的文學分析不過是
其中一種可能用法，使用者也可以同樣的方式使用<interp>來標誌語言學的詞
性分析。例如，在章節「8.3 特殊連結」中所假設的語言分析，可以如下方式
表示：
<interp xml:id="NP1" type="pos" value="名詞片語,單數形"/>
<interp xml:id="VV1" type="pos" value="動詞變化, 現在式單數形"/>
16. 科技文獻
雖然本文獻是針對使用TEI架構為已存在的「未電子化」文獻進行編碼，
但是同樣的架構也可以用來為新文獻進行編碼。在新文獻（例如本文獻）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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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上， XML（對TEI架構）多所推薦：文獻結構可清楚的呈現，而且同樣的電子
文獻可因多種目的而重覆使用──例如，為一個常見的來源提供兼具線上超文
本、可瀏覽，同時也格式化的排版版本。
為使新文獻的編碼變得容易，TEI選錄版的架構納入一些元素，用來標誌
一般的科技文獻，由其是XML相關的文件為主。
16.1 為科技文件而設的附加元素
下列元素或可被用來標誌科技文獻的特徵：
• <eg>(範例) 包含一個說名元素或屬性的單一範例。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
域屬性
• <code>(程式碼) 包含一個正式語言的字母代碼，像是一個程式語言。
屬性是：
語言/lang

表示該代碼的正式語言名稱 。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ident>(識別代碼) 包含一個使用正式語言的某種物件的識別符碼或名
稱 [+att.typed]
• <gi>(通用識別符碼) 包含一個元素名稱(通用識別符碼)。屬性包括：
架構/scheme

提供該標準之識別符碼，此名稱定義於該標準中。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att>(屬性) 包含在連續文字中出現的屬性名稱。屬性為：
架構/scheme

提供該標準之識別符碼，此名稱定義於該標準中。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formula>(公式) 包含數學或其他方程式。屬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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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記法/notation

提供先前已定義過、適用於該元素內容的記號名稱。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val>(屬性值) 包含單一屬性質。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下例顯示在一個福傳(Fortran)程式語言的課程簡介中，如何使用這些元素
為其內容編碼：
<p>介紹程式語言的習慣做法如下：
<eg>
CHAR*12 GRTG
GRTG = 'HELLO WORLD'
PRINT *, GRTG
END
</eg>
</p>
<p> 在 <code>CHAR*12 GRTG</code> 該行中，本例首先宣告了一個變數
<ident>GRTG</ident>, 用以指明 <ident>GRTG</ident> 是由 12 位元的字型
<ident>CHAR<ident>組成。
<val>Hello World</val>此一數值則被給予此一變數。</p>

在上述的文本中，一個格式的運用，可以適當地做成格式範例（例如，
保留空行，或是使用顯目的字體）。相同的，像<ident>(識別代碼）標記的使
用，使建構有用的索引變成更容易。

出現在文本中的數學或化學公式，應該使用元素<formula>（公式）標誌
成特殊項目。由於公式中通常包含一般文件不會出現的大量特殊符號，需要
用特殊的記符法來呈現公式的本體。使用的記符法應以屬性符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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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ation）標明，如下例所示：
<formula notation="tex"> \begin{math}E = mc^{2}\end{math} </formula>
當文獻所討論的主題就是以XML編碼的XML文件時，會有特殊狀況發生。
在這類的文獻中，最基本的顯然是要清楚地區分出標誌文獻的本體，以及顯
示標記開始與結束的頭尾標誌。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是使用已定義的實體參
照&lt ，表示每一個「<」字元為內含XML標記範例的開始記號。較常用的方式
是將每一個範例的本體區分成內含資料，這樣就不會被檢查器視為XML標記。
這個方法是透過名為字元資標誌區段(CDATA marked section)的特殊XML結構來
包覆，如下例所示：
<p>一個列表應該編碼如下：
<eg><![ CDATA [
<list>
<item>列表的第一項目</item>
<item>列表的第二項目</item>
</list>
]]> </eg>
此 <gi>列表</gi> 元素包含一系列的 <gi>項目</gi> 元素。
元素 <list> 的使用在上例中將不會被視為構成文獻正文的一部份，因為
它被嵌在標誌 CDATA 的區段中（以特殊的標誌<![CDATA[宣告起始並以]]>結
束）。
同時也要注意用元素<gi>來標誌參照文件本體中的元素名稱（或通用識
別）。
16.2 自動產生區段
多數現代的文獻製作系統，通常都有自動產生整個目次或是索引的能
力。TEI選錄版提供一個可標誌這些自動產生區段所在位置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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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Gen>(自動產生文字區段) 指出文件處理軟體運作下自動產生的文
字區段所出現的位置。屬性包括：
類型/type

具體指明何種文字區段 (如索引、目錄等) 會出現 。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元素<divGen>可被置於任何適於區段元素的位置，如下例所示：
<front>
<titlePage> ... </titlePage>
<divGen type="toc"/>
<div type="Preface">
<head>序言</head> ... </div>
</front>
<body> ... </body>
<back>
<div> <head>附錄</head> ... </div>
<divGen type="index" n="Index"/>
</back>
上例同時展示了使用類型屬性(type)來區辨自動產生章節的不同種類：第
一次出現時是目次(toc），其次則是索引。
當一個已存在的索引或目次因為某種緣故被編碼（而非自動產生）時，
應使用章節「11. 列表」所討論的元素<list>。
16.3 產生索引
從一個標誌良好的文獻中製作一個目次，對一個自動化的處理器而言通
常不是問題，但是，製作一個品質優良的索引，通常需要更仔細的標誌。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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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所有出現的<term>(專有名詞)或<name>（名稱）元素，對索引來說是一
個好的出發點，但是，只簡單地以某種特定的方法製造一個所有標誌的表列
是不夠的。
TEI 架構提供一個特殊用途的標記<index>，用以同時標誌文獻中應被索引
的部分，及索引是如何產生的。
• <index>(索引項目) 標誌一個因某種目的而被索引的位置。屬性包括：
indexName

提供該索引項目所屬索引名稱。

[+att.spanning]

例如，本章節的第二段可能包含如下：
...
TEI選錄版也提供一個具特殊目的的標記 <gi>index</gi>
<index> <term>indexing</term> </index>
<index> <term>index (tag)</term>
<index> <term>用來產生索引</term>
</index> </index> 它可以用來 ...
元素<index>也可用以提供一種詮釋或分析資訊的形式。例如，在奧維德
的研究中，可能想要記錄詩人指涉的不同，來做文體比較研究。下例中的兩
行取自變形記，這類研究可記錄詩人指涉宙斯（as deus, se, and as the subject of
confiteor〔由第227號的語尾變化而來〕），為宙斯偽裝成公牛（as imago tauri
fallacis and the subject of teneo）等等。
<l n="3.001">iamque deus posita fallacis imagine tauri</l>
<l n="3.002">se confessus erat Dictaeaque rura tenebat</l>
【註： 節錄自奧維德，《變形記》，第3.1章：現在，天神已經放下祂公牛的外貌，暴露出祂自
己，登陸到克雷塔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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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需求可用「 7. 附註」中所討論到的元素 <note> （附註），或使用
「15. 詮釋與分析」中所討論到的元素<interp>(解釋)來達成。在此展示的是如
何使用元素<index>來滿足需求。
假設被標誌的對象會產生一個以上的索引：一個是神名（稱為dn），另
一個是姓名參照（稱為on），第三個是代名詞參照（稱為pr）等。要記錄這種
狀況的其中一種方法如下所示：
<l n="3.001">iamque deus posita fallacis imagine tauri
<index indexname="dn">
<term>Iuppiter</term>
<index>
<term>deus</term>
</index>
</index>
<index indexname="on">
<term>Iuppiter (taurus)</term>
<index>
<term>imago tauri fallacis</term>
</index>
</index>
</l>
<l n="3.002">se confessus erat Dictaeaque rura tenebat
<index indexname="pr">
<term>Iuppiter</term>
<index>
<term>se</term>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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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index indexname="v">
<term>Iuppiter</term>
<index>
<term>confiteor (v227)</term>
</index>
</index>
</l>
【註：以上四個索引皆產生自Iuppiter(天神宙斯的希臘名)，但分別以神名、姓名、代名詞、以及
出處等參照。】

上例中每一個<index>，都會在相對應的索引中產生一個詞條，作為其下
元素<term>內含的第一個字；包覆在第二個<index>下的<term>元素則為第二
關鍵字。實際的參照會由元素<index>中出現的上下文中取出，例如，在本例
中，參照出現於元素<l>中的識別碼。
16.4 地址
元素 < 地址 > （ <address> ）用來標誌各種郵寄的地址。內含一或多個
<addrLine>元素，以標示每一行地址。

•<address>(地址) 包含像是出版者、機構、或是個人的郵寄地址或其他地址。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addrLine>(地址行) 包含郵寄地址或其他地址其的一行。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以下為簡單的範例 :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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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Line>中華電子佛典協會</addrLine>
<addrLine> 276號4樓,光明路</addrLine>
<addrLine>北投區,台北市11246</addrLine>
<addrLine>台灣,中華民國</addrLine>
</address>
地址中的個別部分，可以更進一步利用上面討論過(10.1. 名稱與關聯字
串」)的元素<name>來進行區分。
<address>
<addrLine>中華電子佛典協會</addrLine>
<addrLine> 276號4樓,光明路</addrLine>
<addrLine>北投區,<name type="city">台北市</name>,11246</addrLine>
<addrLine> <name type="country">台灣,中華民國</name></addrLine>
</address>
17. 字集、發音符號等
早期因世界各地不同的語言和書寫系統所造成文件展現上的問題，已隨著
XML的發明及其要求採用Unicode作為所有文件預設的編碼，而有了顯著的改善。
特別是對使用歐語標準格式工作者而言，幾乎不需要做特別的動作：任何XML
的編輯器都應允許直接輸入重音字母或其他非ASCII碼的字元，而且都可在不
同的（編碼）系統之間直接轉換。

有兩個特例：字元 & 以及 < 不能直接輸入在XML文件內，因為它們有代
表標記開頭的特殊意義。它們只能被當作實體參照來呈現，像是：&amp; 或
&lt;。如有需要，其他字元也可以當做實體參照來使用，例如在前Unicode的處
理系統中維持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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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正文前與正文後資訊
18.1正文前資訊
因為各種目的，特別是在早期的文本中，開端的材料如題名頁、前言書
信等，可能提供非常有用的語言學或是社會背景資訊。TEI指引的P5版提供一
組區辨正文前資訊中最常碰到的文本元素，概述於此。
18.1.1題名頁
題名頁的開頭應以元素<titlePage>標誌。所有包含在題名頁上的文字都應
以下列的元素謄寫、標誌：
• <titlePage>(題名頁) 標誌文本的題名頁，出現在正文前或正文後的資訊之
中。它的屬性包括：
類型/type

將題名頁分類 。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docTitle>(文獻題名) 標誌題名頁上所示的文獻題名，包含所有組成題名的
要素。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titlePart>(題名頁部分) 依題名頁上所顯示，標誌作品題名的細分或區段，
也可以標誌題名頁上不屬於文獻標題、著作類屬性等無目的性的片段。屬
性包括：
類型/type

標明題名的子區段的角色。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byline>(題名頁責任敘述) 標誌在題名頁、作品開頭或結尾處主要的責任敘述。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docAuthor>(文件作者) 標誌在題名頁所載的文獻作者名字（通常包含在元
素<byline>內，但不一定如此）。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TEI

使 用 指 南 132

運用 TEI 處理中文文獻

• <docDate>(文件日期) 標誌題名頁所載的文獻日期。屬性為：
類型/type

屬性值為某種日期的標準格式，通常使用yyyy-mm-dd的格式 。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docEdition>(文件版本) 標誌文獻的題名頁所顯示的編輯敘述。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docImprint>(文件出版說明) 標誌在題名頁下方（通常如此）所載的印行敘
述（出版地、出版日期、出版者名稱）。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epigraph>(卷首引句) 標誌出現在章節開端或題名頁上的不具名或代表性
的引文。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不同的字樣應以前面章節已敘述過的屬性樣式（rend）標誌。對於用來
裝飾標題的字體空間和字級大小這類非常細節的描述，指引手冊目前尚未
提供這類資訊。必要時，語言的變更應適切地以語言屬性（lang）或是元素
<foreign>（外文）來標誌。不論出現在何處，名稱應使用元素<name>(名稱)
來標誌，就像在其他部分一樣。
題名頁的範例兩則如下：
<titlePage rend="楷書">
<docTitle>
<titlePart type="main"> 寒夜<hi>三部曲</hi>。</titlePart>
<titlePart> 第一部：<title>寒夜</title>。</titlePart>
</docTitle>
<byline>作者：<docAuthor>李喬</docAuthor> </byline>
<docImprint>
<name>台北</name>地區，由<name>遠景出版</name>發行；
<name>香港</name>地區，為<name>田園書屋</name>。
</docIm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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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Date>中華民國75年</docDate>
</titlePage>
<titlePage>
<docTitle>
<titlePart type="main">食物的歷史</titlePart>
<titlePart type="sub">透視人類的飲食與文明</titlePart>
</docTitle>
<titlePart>原書名為Food: A History</titlePart>
<docEdition>初版二刷</docEdition>
<byline>
<docAuthor>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docAuthor>
</byline>
<epigraph>
<q>我食，故我在。</q>
<bibl>笛卡兒</bibl>
</epigraph>
<docImprint>台北：左岸文化</docImprint>
<docDate>2005</docDate>
</titlePage>
18.1.2正文前資訊
正文前資訊中的主要文字應以元素 <div> 標誌，以下建議的屬性類型
（type）的屬性值，可用來區分數種常見的正文前資訊類型：
•前言/foreword 以讀者為對象，由作者、編者或出版者寫作，可能採信件格
式。
•序文/preface 以讀者為對象，由作者、編者或出版者寫作，可能採信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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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辭/dedication 以讀者之外的某人為對象的文本（通常是信件），基本上
是作者以手上的作品向所提到的人物致意。
• 摘要/abstract 概述作品內容的綱要文章。
• 謝辭/ack 謝辭
• 目次/contents 目次表（基本上應以元素<列表>（<list>）標誌）。
• 卷頭插畫/frontispiece 卷頭插畫，其中可能包含文字。

就像其它的文本區塊，正文前資訊可能包含結構鬆散或非結構性的元
素，通常會以某種標頭或題名為開頭，並且以元素<標題>（<head>）標
誌。書信包含的附加元素如下：
• <salute>(稱呼語) 標誌前言、獻辭或文本其他區段中前置的問候語或是祝福
語，或是，在信件、序文等的結尾處的問候語。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signed>(簽名) 標誌在結尾處問候語等，附加於前言、獻辭或是文本其他
區段。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byline>(題名頁責任敘述) 在作品的題名頁、開頭或結尾處，標誌主要的責
任說明。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dateline>(文件日期) 標誌信件、報紙報導或其他作品產生的地點、日期、
時間等的簡短敘述，是以前置或末尾附加的方式做為標頭或隨附。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argument>(大綱) 針對正文所含的子題做的正式表列或文字敘述。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cit>(引文) 由其他文獻取得的引文，連同來源的書目參考工具資料。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opener>(文件開頭) 將開頭部分的<dateline>、<byline>、<salutation>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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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類似的出現在前面的文字群組聚合在一起，特別是用信件上。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closer>(文件末端) 將結尾部分的<dateline>、<byline>、<salutation>及其
他類似的出現在最後的文字群組聚合在一起，特別是用信件上。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出現在文本其他地方的書信，當然也使用同樣的元素。

下例所示為彌爾頓作品「酒神」（Comus）前面的獻辭，應標誌如下：
<div type="dedication">
<head>To the Right Honourable <name>JOHN Lord Viscount BRACLY</name>,
Son and Heir apparent to the Earl of Bridgewater, &c.</head>
<salute>MY LORD,</salute>
<p>THis <hi>Poem</hi>, which receiv'd its first occasion of Birth from your Self,
and others of your Noble Family ....and as in this representation your attendant
<name>Thyrsis</name>, so now in all reall expression
<closer>
<salute>Your faithfull, and most humble servant</salute>
<signed> <name>H. LAWES.</name> </signed>
</closer>
</p>
</div>
【註：西洋古典文學裡，許多文本前有獻辭(或作題辭)，茲以紀念此文向某人致敬。例如上
例，彌爾頓作品「酒神」裡的獻辭段落，表明H. LAWES.寫了一首詩向JOHN Lord Viscount
BRACLY致敬。】

18.2 正文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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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正文後資訊的結構區分
因為出版實踐中的各項變數，上列正文前資訊使用的元素，正文後資
訊也幾乎都可以使用，同時各元素也應使用在相對應的地方。此外，正
文後資訊在元素 <back> （正文後資訊）中可能包含下列內容。就像正文
有結構區分，正文後資訊也應以元素<div>標誌，並以下列建議的屬性類型
（type）區分：
• 附錄/appendix 附錄。
• 字彙表/glossary 字詞及定義的表列，基本上使用 <list type=”gloss”> 的型
式。
• 附註/notes 一系列的<附註>（<note>）元素。
• 書目/bibliography 一系列的書目參考資料，基本上使用特別的書目表列元
素<listBibl>，內含各自獨立的元素<bibl>項目。
• 索引/index 一組索引款目，可能以一個結構表列或是字彙表來呈現，或許
有使用元素標誌領頭字，或許有某些簡介的段落或是結束的文本（藉由前
述之元素<index>，也可讓一份文件產生一份索引。)
• 書尾題記/colophon 在書的結尾處描述本書的印行地點、時間及印行人，現
今書目通常會提供生產細節，以及識別使用之字樣。
19 電子題名頁
每一份 TEI 文件都有一個標頭，提供類似於印刷文件題名頁所提供的資
訊。標頭以<teiHeader>(tei標頭)來標誌，內含四個主要部分：
• <fileDesc>(檔案描述) 包含對電子檔案的完整書目敘述。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encodingDesc>(編碼描述) 記錄電子文件和其ㄧ個或多個文件來源之間的關係。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profileDesc>(文件背景描述) 提供文件非書目性方面的細節描述，更明確地說，
是所使用的語言及次要語言、在何種情況下製作、參與人員及其環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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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revisionDesc>(修訂描述) 概述檔案的修訂歷史。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一個文件集或由具有許多共同特性的文件組合而成的合集，可能會有一
個文件集的標頭，且文件集當中的每個組件也都有各自的標頭。在這樣的情
形下，要藉由類型屬性(type)來表示標頭的類型。<teiHeader type="corpus">表
明文件集層次的標頭資訊。

有的標頭元素包含由一個或多個<p>所組成的連續篇章；有的分成下面幾類：
• 元素名稱以Stmt （statement 陳述）結尾者，通常內含一群記錄某些結構化
資訊的元素。
• 元素名稱以Decl （declaration 宣告）結尾者，內含特定的編碼方式資訊。
• 元素名稱以Desc （description 描述）結尾者，內含散文描述。
19.1 檔案描述
元素<檔案描述>（<fileDesc>）是強制性的，其中包含檔案的完整書目描
述，所使用到的元素如下：
<titleStmt>(題名陳述) 匯集關於作品標題與作品知識內容責任歸屬的資訊。
•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editionStmt>(版本陳述) 匯集文件某一版本的相關資訊。
•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extent>(檔案大小) 描述電子文件儲存在某一承載媒介時的約略大小，標以
•
任何適用的單位。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publicationStmt>(出版陳述) 匯集電子文件或其他類型文件的出版或發行相
•
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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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seriesStmt>(集叢陳述) 若出版品隸屬於某叢書，在此則匯集該叢書的相關資
訊。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notesStmt>(附註陳述) 收集其他部分的書目描述中所未記載的任何文件相
關附註。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sourceDesc>(來源描述) 提供所製電子文件的一個或數個來源文件的書目描
述。[+att.declarable]
一個標頭最短(/少)具有下列結構：
<teiHeader>
<fileDesc>
<titleStmt> ... </titleStmt>
<publicationStmt> ... </publicationStmt>
<sourceDesc> ... </sourceDesc>
</fileDesc>
</teiHeader>
19.1.1題名陳述
在<titleStmt>(題名陳述)之中可以使用以下元素：
• <title>(題名) 一個作品的題名，不論是文章、書籍、期刊或叢書，其他題名
或是副題名也包含在內。屬性為：
Level

指出題名的書目層次，即該題名之所指可以是文章、書籍、期
刊、叢書或未出版的項目。

type

用合適的分類方法將題名分類。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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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作者) 在書目參照中，包含一件作品的作者(群)姓名，無論是個人
或是團體性質；也就是書目項目責任歸屬的主要陳述。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sponsor>(贊助者) 標明贊助的組織或機構名稱。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funder>(資助者) 標明負責資助一項計畫或文件製作的個人、機構或組織名
稱。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principal>(主導研究者) 提供負責電子文件製作的主導研究者的姓名。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respStmt>(責任陳述) 當未使用作者、編輯者等特定元素，或元素內容不足
時，在此補充說明文件、版本、記錄、或是叢書的知識性內容所屬負責人
的責任陳述。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建議應將電腦檔案的題名與來源文件作區分，例如：
[來源文件題名]：機讀轉錄本
[來源文件題名]：電子版本
機讀版本之：[來源文件題名]
元素<respStmt>（責任陳述）包含下列附屬元件：
• <resp>(責任類型) 包含一個詞彙來描述個人知識責任的類型。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name>(名稱) 包含一個專有名詞或名詞詞組。 [+att.naming]
類型/type

說明該名稱所表示項目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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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titleStmt>
<title>大般若波羅蜜多經：OCR辨識版本</title>
<author>日本SAT</author>
<respStmt>
<resp>OCR辨識於</resp>
<name>中華電子佛典協會</name>
</respStmt>
</titleStmt>

19.1.2 版本陳述
元素<editionStmt>(版本陳述)匯集與文件某一版本相關的資訊（就像書目
資料內的版本一樣），它可能包含下列元素：
• <edition>(版本) 描述文件某一版本的特質。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respStmt>(責任陳述) 當未使用作者、編輯者等特定元素，或元素內容不足
時，在此補充說明文件、版本、記錄、或是叢書的知識性內容所屬負責人
的責任陳述。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範例:
<editionStmt>
<edition n="U2">草稿第三版, 大量修訂於<date>1987</date>年</edition>
</editionStmt>
一個電子文獻的新版本的組成構造，由編碼者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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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檔案大小陳述
元素<extent>(檔案大小) 描述檔案的約略大小。
範例：
<extent>4532 bytes</extent>
19.1.4 出版陳述
元素<publicationStmt>(出版陳述)是強制性的，它可以包含一段簡單的文字
敘述，或下列元素群：
• <publisher>(出版者) 提供負責出版或發行書目項目的機構名稱。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distributor>(發行者) 提供負責發行文件的個人或其他經銷商的名稱。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authority>(供應機構) 說明除了出版者或發行者之外，負責提供電子檔案
的個人或其他經銷商的名稱。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除非整個出版陳述是以散文呈現，以上這三個元素至少擇一使用。下面的
元素可以同時使用：
• <pubPlace>(出版地) 指名書目項目的出版地。[+att.naming]
• <address>(地址) 包含像是出版者、機構、或是個人的郵寄地址或其他地
址。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idno>(識別代碼) 提供任何用來識別書目項目的標準或非標準編碼。屬性
包括：
類型/type

表明編碼的種類，例如國際標準書號（ISBN）或其他標準系列編碼。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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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ilability>(可利用性) 提供關於文件可利用性的資訊，例如使用或發行上
的任何限制、版權狀態等等。屬性包括：
狀態/status

提供一個用來確認文件目前可利用性的代號。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date>(日期) 包含任何格式的日期。它的屬性包括：
曆法系統/calendar

標示日期使用的曆法系統 。

標準格式值/value

屬性值為某種日期的標準格式，通常使用yyyy-mm-dd的格式。

精確度/Precision

指出日期的精準程度 。

[+att.editLike]
範例：
<publicationStmt>
<publisher>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publisher>
<pubPlace>陝西</pubPlace>
<date>2008</date>
<idno type="ISBN"> 9787561340134 </idno>
<availability>版權來自2008,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availability>
</publicationStmt>

19.1.5 叢書與附註陳述
若出版品隸屬於任何的叢書，元素<seriesStmt>（集叢陳述）可以匯集該
叢書的相關資訊。它包含<title>、<idno>或< respStmt>等元素。
使用元素<notesStmt>（附註陳述）可以包含一個或多個元素<note>（附
註），內含附註或註解。TEI 模型當中，已為傳統參考書目中附註部分的某些
資訊指定了特定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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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來源描述
<sourceDesc>（來源描述）是強制性的元素，用來記錄所製電腦檔案的一
個或數個來源的細節。可能包含簡單的散文陳述或書目引用，使用一個或多個
下列元素：
• <bibl>(書目資料) 包含結構零散的書目資料，其中次要元件不一定會明確
標記。[+att.declarable]
• <biblFull>(完整書目) 包含結構完整的書目資料，其中呈現出TEI檔案描述之
所有元件。[+att.declarable]
• <listBibl>(書目列表) 包含任何種類的書目資料列表。[+att.declarable]
範例：
<sourceDesc>
<bibl>警世通言四十卷四十篇，明刻本，不題纂輯者。現據金陵兼善堂本影
印。</bibl>
</sourceDesc>
<sourceDesc>
<scriptStmt xml:id="CNA12">
<bibl>
<author>中央通訊社</author>
<title>即時新聞</title>
<date>2008/10/22</date>
</bibl>
</scriptStmt>
</source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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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編碼描述
元素 <encodingDesc>( 編碼描述 ) 標明文件轉錄時所遵循的方法與編輯原
則，非常推薦使用此元素。可使用散文描述的方式或可包含下列元素：
• <projectDesc>(計畫描述) 詳述將電子檔案編碼的目標或目的，以及其他關
於檔案匯集或收集程序的任何資訊。[+att.declarable]
• <samplingDecl>(取樣宣告) 以篇章描述的方式說明建立文集或文選時文件取
樣的原理與方法。[+att.declarable]
• <editorialDecl>(編輯實行宣告) 提供文件編碼時使用的編輯原則與實行方法
的細節。[+att.declarable]
• <refsDecl>(參照宣告) 標明本文件與某一個權威參照標準的關係。它的屬性
包括：
doctype

指出此參照宣告的文件類型。

[+att.declarable]
• <classDecl>(分類宣告) 包含ㄧ個或多個分類法，用來定義在文件中他處所
使用之任何分類碼。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19.2.1 計畫與取樣描述
元素<projectDesc>（計畫描述）與<samplingDecl>（取樣宣告）的範例：
<encodingDesc>
<projectDesc>內閣大庫明清檔案整理計畫</projectDesc>
</encodingDesc>
<encodingDesc>
<samplingDecl>樣本取自一九七五出版《明清史料》之第一編
</samplingDecl>
</encoding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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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編輯宣告
元素<editorialDecl>（編輯實行宣告）包含文件編碼的實行方法的散文
式描述。一般而言，此描述應包含如下的主題，每一主題可以簡便地以分段呈
現。
• 更正/correction 在何種情況下以何種方式更正文件。
• 規格化/normalization 來源文件規格化或標準化的程度。
• 引文/quotation 如何處理原始文件中的引文符號──予以保留或由實體參引
取代、起始和結束的引號（上引號和下引號）是否加以區分等。
• 連字符號/hyphenation 如何處理原始文件中的連字符號（尤其是行末連字符
號）──予以保留或由實體參引取代等。
• 文件分割/segmentation 文件如何分割，例如分割成句子、音調單位、字形
層次等。
• 詮釋/interpretation 文件中加入哪些分析性或詮釋性的資訊
範例：
<editorialDecl>
<p>部分用於第四部的言論分析為手工加入，尚未檢查</p>
<p>謄寫錯誤由WordPerfect 拼音器管控</p>
<p>所有字皆轉換為源自Websters 9th Collegiate字典的現代美語拼法</p>
<p>所有引號皆轉換為實體參照odq和cdq</p>
</editorialDecl>
19.2.3 參考及分類宣告
元素<refsDecl>（參照宣告）是用來記載任何標準參照架構套用在編碼工
作中的方式。最簡單的形式是由散文敘述組成。
範例：
<refsDe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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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大正大藏經版本的中文佛經裡，每個分行的略稱屬性值都按照一個標準參
照來編列行號，它的格式是T.XXX.YYYY.ZZZZ(a|b|c)LL。這個編碼規則裡的T代表
大正藏，XXX表冊號， YYYY 為經號，ZZZZ則是頁碼，其後的a,b,或c是以註明
刊欄位置，最後的LL則表行數。</p>
</refsDecl>
元素<classDecl>（分類宣告）匯集標頭其他部分所使用的任何描述性分類
架構的定義或來源。這類架構至少要提供一種，並利用下列元素進行編碼：
• <taxonomy>(分類學法) 定義文件分類的類型學，可以是潛在地以書目資料
的方式，或是明確地以結構分類法的方式來分類。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bibl>(書目資料) 包含結構零散的書目資料，其中次要元件不一定會明確
標記。[+att.declarable]
•

<category>(類目) 在使用者定義之分類法當中，此元素包含一項個別的敘
述性類目，該類目可能位於一個更上層的類目之中。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catDesc>(類目描述) 描述分類法或文件類型學中的某些類目，可用短文描
述的型式，或是用TEI正式元素textDesc所使用的狀況參數。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在最簡單的情況下，分類法可由書目參考工具來定義，如下例所示：
<classDecl>
<taxonomy xml:id="LCSH">
<bibl>國會圖書館標題表(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bibl>
</taxonomy>
</classDe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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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編碼者可定義一個具有特殊用途之分類架構，如下例所示：
<taxonomy xml:id="B">
<bibl>布朗大學語料庫(Brown Corpus)</bibl>
<category xml:id="B.A">
<catDesc>媒體報導</catDesc>
<category xml:id="B.A1"> <catDesc>平日</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A2"> <catDesc>周日</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A3"> <catDesc>全國性</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A4"> <catDesc>地方性</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A5"> <catDesc>政治</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A6"> <catDesc>運動</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D">
<catDesc>宗教</catDesc>
<category xml:id="B.D1"> <catDesc>書訊</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D2"> <catDesc>期刊與短文</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
</taxonomy>

特定文件與類目之間的連結是藉由元素<textClass>（文件分類）之中的元
素<catRef>（類目參照）來產生，以下章節將進一步說明。

19.3 背景描述
元素<profileDesc>（文件背景描述）讓描繪文件多面向特性的資訊可以被
記錄在一個單一架構之中。有以下三種選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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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on>(建置資訊) 包含關於文件建置的資訊。
註：可用的屬性僅限全域屬性

• <langUsage>(語言使用) 描述文件中出現的語言、次要語言、語體形式、方
言等。 [+att.declarable]
• <textClass>(文件分類) 匯集以標準分類架構、索引典等來描述文件性質或
主題的資訊。[+att.declarable]
<creation>(建置資訊)元素可以用來記錄作品的創作地點，即使該作品尚未
出版或記載。
範例：
<creation>
<date value="1992-08">1992年8月</date>
<name type="place">中國，北京</name>
</creation>
當一個文本內含多種語言的時候，可採用<langUsage>(語言使用 )元素。
它可以包含各個記錄不同語言的 <language>(語言)元素：

• <langUsage>(語言使用 ) 個別敘述文本中使用的語言或次要語言。它的屬
性為：
Ident
Usage

提供一語言代碼，其編碼方式定義在RFC 3066中 (或其系列中) ，
用來識別此元素所紀錄的語言，並由全域屬性xml:lang所參照。
標明該文本使用此語言的大約比例 (以冊計) 。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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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textClass>（文件分類）藉著參照系統或由元素<classDecl>（分類宣
告）所定義的系統來為文件分類，包含下列一個或多個元素：
• <keywords>(關鍵詞) 包含標明文件主題或性質的關鍵詞或字詞列表。
屬性包括：
架構/scheme

標明相關關鍵詞所使用到的詞彙範圍。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classCode>(分類碼) 包含文件在某標準分類系統中所屬的分類代碼。
屬性包括：
架構/scheme

標明所使用的分類系統或分類法。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 <catRef>(類目參考) 標明在某分類法或文件類型學中，一個或多個已定
義之類目。屬性包括：
標的/target

標明相關的類目。

架構/scheme

標明該分類架構，其中相關的類目群組已被定義。

註：除上述屬性之外，亦可使用全域屬性

元素<keywords>包含標明文件主題或性質的關鍵字或詞組列表。屬性架構將
這些關鍵詞和元素<taxonomy>（分類學法）所定義的分類系統相連結。

<textClass>
<keywords scheme="LCSH">
<list>
<item>English literature -- History and criticism -- Data processing.</item>
<item>English literature -- History and criticism -- Theory etc.</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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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English language -- Style -- Data processing.</item>
</list>
</keywords>
</textClass>
【註：上例為國會圖書館標題表(LCSH)之關鍵字分類架構的一小部分，我們可以看到三個分類：English
literature -- History and criticism -- Data processing、English literature -- History and criticism -- Theory etc.以及English
language -- Style -- Data processing。】

19.4 修訂描述
元素<revisionDesc>（修訂描述）提供一個變更紀錄，用來記載文件中每
次更改的內容。這個更改記錄可由一連串的元素 <change>(變更)記載，每個
元素都記有更改內容的短述。可用日期(date)和人名(who)屬性值來辨識更改的
時間以及責任單位。

範例：
<revisionDesc>
<change date="1991-03-06" who="EMB">檔案格式更新</change>
<change date="1990-05-25" who="EMB">王大明訂正</change>
</revisionDesc>
20. 元素清單
TEI選錄版中所定義的元素皆囊括於下面清單，當中包含了每一元素的簡短描
述，並可連結至附錄參見完整說明。
• <abbr> (縮寫) 包含任何形式的縮寫。3.5.5 Abbreviations and Their Expansions
• <add> (插入) 包含由作者、抄寫者、註解者、或更正者在文本中插入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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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單字或詞彙。3.4.3 Additions, Deletions, and Omissions
• <address> 包含出版者、機構、或是個人的郵寄地址或其他地址。 3.5.2
Addresses 2.2.4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3.11.2.3 Imprint, Pagination, and
Other Details
• <addrLine> 包含郵寄地址或其他地址其的一行。 3.5.2 Addresses 2.2.4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3.11.2.3 Imprint, Pagination, and Other Details
• <anchor> (錨點) 在文件中某一位置附上識別符碼，無論該位置是否符合一
個文字性元素。8.4.2 Synchronization and Overlap 16.4 Correspondence and
Alignment
• <argument> 規則列表或文字敘述，說明文本分段內容包含的主題。4.2.4
Content of Textual Divisions 4.2 Elements Common to All Divisions
• <author> 在書目參照中，包含一件作品的作者 (群)姓名，無論是個人或是
團體性質；這也是書目項目責任歸屬的主要陳述。3.11.2.2 Authors, Titles,
and Editors 2.2.1 The Title Statement
• <authority> (供應機構) 說明除了出版者或發行者之外，負責提供電子檔案
的個人或其他經銷商的名稱。2.2.4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 <availability> 提供關於文件可利用性的資訊，例如使用或發行上的任何限
制、版權狀態等。2.2.4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 <back> (正文後資訊) 在正文之後，包含附錄等。4.7 Back Matter 4 Default
Text Structure
• <bibl> (書目資料) 包含結構零散的書目資料，其中次要元件不一定會明確
標記。3.11.1 Elements of Bibliographic References 2.2.7 The Source Description
15.3.2 Declarable Elements
• <biblFull> 包含結構完整的書目資料，其中呈現出TEI檔案描述內的所有元
件。3.11.1 Elements of Bibliographic References 2.2.7 The Source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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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Declarable Elements
• <biblScope> (書目引用範圍) 標明書目參照資訊的範圍，例如標示頁碼列
表、或是某著作的分支作品名稱。3.11.2.3 Imprint, Pagination, and Other
Details
• <body> ( 正文 ) 單篇文章的整體部分，不包含正文前及正文後資訊。 4
Default Text Structure
• <byline> 包含作品的主要責任陳述，出現在題名頁或作品開頭或結尾處。
4.2.2 Openers and Closers 4.5 Front Matter
• <catDesc> (類目描述) 描述分類法中或文件類型學中的某些類目，可用短
文描述的型式，或是用TEI正式元素textDesc所使用的狀況參數。2.3.6 The
Classification Declaration
• <category> 在使用者定義之分類法當中，此元素包含一項個別的描述
性類目，該類目可能位於一個更上層的類目之中。2.3.6 The Classification
Declaration
• <catRef> (類目參照) 標明在某分類法或文件類型學中，一個或多個已定義
之類目。2.4.3 The Text Classification
• <cell> 包含表格中的一個儲存格。14.1.1 TEI Tables
• <change> 概述多位研究者共享的某版本電子文本當中，某特定的內容變
更或修正。 2.5 The Revision Description
• <choice> 匯集文件中對於同一部分文字所有可供替換的不同標記。
• <cit> 從其他文件中引用的內容，並包含引用來源的書目參照資料。 3.3.3
Quotation 4.3.1 Grouped Texts 9.3.5.1 Examples
• <classCode> (classification code) 包含文件在某標準分類系統中所屬的分類
代碼。 2.4.3 The Text Classification
• <classDecl> ( 分類宣告 ) 包含一個或多個分類法，用來定義在文件中他處
所使用之任何分類碼。 2.3.6 The Classification Declaration 2.3 The Encoding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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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 <closer> 匯集日期地點、署名、稱呼語、及其他在區段結尾出現的類似措
辭，尤指信件結尾。 4.2.4 Content of Textual Divisions 4.2 Elements Common
to All Divisions
• <code> 包含一個正式語言的字母代碼，像是一個程式語言。
• <corr> (更正) 包含文本中看似錯誤並加以更正過後的文字。 3.4.1 Apparent
Errors
• <creation> 包含關於文件建置的資訊。 2.4.1 Creation 2.4 The Profile
Description
• <date> 包含任何格式的日期表示。 3.5.4 Dates and Times 2.2.4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2.5 The Revision Description 3.11.2.3 Imprint, Pagination, and
Other Details 15.2.3 The Setting Description 13.3.6 Dates and Times
• <dateline> 包含簡短的地點、日期及時間等的描述，通常出現在信件、
報紙文章、或其他作品中的開頭或結尾，作為一種標頭或結尾。 4.2.4
Content of Textual Divisions 4.2.2 Openers and Closers
• <del> (刪除) 標記在文本中，由作者、抄寫者、註解者、或更正者刪除、
標上刪除記號、或者標明為多餘或偽造的字母或單字。 3.4.3 Additions,
Deletions, and Omissions
• <distributor> 提供負責發行文件的個人或其他經銷商的名稱。 2.2.4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 <div> (文本區段) 文本的正文前資訊、正文、及正文後資訊的分段。 4.1
Divisions of the Body
• <divGen> (自動產生的文字區段) 指出文件處理軟體運作下自動產生的文
字區段所出現的位置。 3.8.2 Index Entries
• <docAuthor> (文件作者) 包含文件作者名稱，同於題名頁上顯示的作者名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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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但不一定出現在署名當中) 。 4.6 Title Pages
• <docDate> (文件日期) 包含文件日期， 同於 (通常) 在題名頁上顯示的日期。
4.6 Title Pages
• <docEdition> (文件版本) 包含一份版本陳述，與文件題名頁所顯示的相同。
4.6 Title Pages
• <docImprint> (文件出版說明) 包含文件出版陳述 (出版日期、地點以及出版公
司名稱) ，同於 (通常) 題名頁尾所顯示的出版資訊。 4.6 Title Pages
• <docTitle> (文件題名) 包含文件題名，包含所有組成部分，同於題名頁上所顯
示的題名。 4.6 Title Pages
• <edition> (版本) 描述文件某一版本的特質。 2.2.2 The Edition Statement
• <editionStmt> (版本陳述) 匯集文件某一版本的相關資訊。 2.2.2 The Edition
Statement 2.2 The File Description
• <editor> 書目項目的次要責任歸屬，例如扮演編輯、編譯、翻譯等角色的個
人、機構或組織 (或其他類似者) 的名稱。 3.11.2.2 Authors, Titles, and Editors
• <editorialDecl> (編輯實行宣告) 提供文件編碼時使用的編輯原則與實行方法的
細節。 2.3.3 The Editorial Practices Declaration 2.3 The Encoding Description 15.3.2
Declarable Elements
• <eg> 包含任何種類的說明範例。 22.4.4 Element Specifications 22.4.5 Attribute
List Specification
• <emph> (強調) 為了語言上或修辭上的效果而加重語氣或特別強調的字句。
3.3.2.2 Emphatic Words and Phrases 3.3.2 Emphasis, Foreign Words, and Unusual
Language
• <encodingDesc> (編碼描述) 記錄電子文件和其ㄧ個或多個文件來源之間的關
係。 2.3 The Encoding Description 2.1.1 The TEI Header and its Components
• <epigraph> 包含一段匿名或署名引文，出現在段落或章節的開頭，或在題

TEI P5 選錄版 155

名頁中。 4.2.4 Content of Textual Divisions 4.2 Elements Common to All Divisions 4.6
Title Pages
• <extent> 描述電子文件儲存在某一承載媒介時的約略大小，標以任何適用
的單位。 2.2.3 Type and Extent of File 2.2 The File Description 3.11.2.3 Imprint,
Pagination, and Other Details
• <figure> 所標記的區塊包含圖示、插圖、或圖表。 14 Tables, Formulæ, and
Graphics
• <fileDesc> (檔案描述) 包含對電子檔案的完整書目敘述。 2.2 The File Description
2.1.1 The TEI Header and its Components
• <foreign> (外文) 標明所屬語言不同於週遭文字的字詞。 3.3.2.1 Foreign Words
or Expressions
• <formula> 包含數學或其他方程式。 14.2 Formulæ and Mathematical Expressions
• <front> (正文前資訊) 包含位於文件最前端、正文之前的項目 (標頭、題名
頁、前言、獻詞等) 。 4.6 Title Pages 4 Default Text Structure
• <funder> (資助者) 標明負責資助一項計畫或文件製作的個人、機構或組織名
稱。 2.2.1 The Title Statement
• <gap> 指出轉錄時被省略部分的位置，省略也許是出於 TEI標頭裡描述的編
輯上的理由、也許是因為抽樣轉錄而省略、或是因為資料不明難以辨認或聽
懂。 3.4.3 Additions, Deletions, and Omissions
• <gi> (通用識別符碼) 包含一個元素名稱 (通用識別符碼) 。 22 Documentation
Elements 22.4.4 Element Specifications
• <gloss> 標明用來為另一個字詞下定義或提供註解的字詞。 3.3.4 Terms,
Glosses, Equivalents, and Descriptions
• <group> 包含複合文本的正文，所匯集的一連串單一文件 ( 或文件群組 )
，因為某特殊目的被視為一個整體，例如一個作者的作品集合、一連串
的散文集等。 4 Default Text Structure 4.3.1 Grouped Texts 15.1 Varieties of
Composit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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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 (標題) 包含任何種類的標題，如章節、列表、詞彙表、寫本描述等
的標題。 4.2.1 Headings and Trailers
• <hi> (顯目標示) 標誌其字型外觀上和週遭文字有所區別的字詞，但不指出顯
目原因。 3.3.2.2 Emphatic Words and Phrases 3.3.2 Emphasis, Foreign Words, and
Unusual Language
• <ident> (identifier) 包含一個使用正式語言的某種物件的識別符碼或名稱。
• <idno> (識別代碼) 提供任何用來識別書目項目的標準或非標準編碼。 2.2.4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2.2.5 The Series Statement 3.11.2.3 Imprint, Pagination,
and Other Details
• <imprint> 匯集書目項目的出版或發行相關資訊。 3.11.2.3 Imprint, Pagination,
and Other Details
• <index> ( 索引項目 ) 標誌一個因某種目的而被索引的位置。 3.8.2 Index
Entries
• <interp> (解釋) 標明和某一文字段相連結的特定解釋性註釋。 17.3 Spans
and Interpretations
• <interpGrp> (解釋群組) 匯集一系列具有共同任務或類型的相關解釋。 17.3
Spans and Interpretations
• <item> 包含列表中的一個項目。 3.7 Lists 2.5 The Revision Description
• <keywords> 包含標明文件主題或性質的關鍵詞或字詞列表。 2.4.3 The Text
Classification
• <l> (詩行) 包含詩文的一行，也許是不完整的詩行。 3.12.1 Core Tags for
Verse 3.12 Passages of Verse or Drama 7.2.4 Speech Contents
• <label> 包含和列表中某項目相關聯的標號；在詞彙表中則用來標記被定
義的字詞。 3.7 Lists <language> 個別敘述文本中使用的語言或次要語言。
2.4.2 Language Usage
• <langUsage> (語言使用) 描述文件中使用的語言、次要語言、語域、方言
等。 2.4.2 Language Usage 2.4 The Profile Description 15.3.2 Declarabl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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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b> ( 分行 ) 標記某版本文本裡 ( 在印刷上 ) 的新起行。 3.10.3 Milestone
Elements 7.2.4 Speech Contents
• <lg> ( 行組 ) 包含形式上視為一組的詩行，例如詩節、疊句、韻文段落
等。 3.12.1 Core Tags for Verse 3.12 Passages of Verse or Drama 7.2.4 Speech
Contents
• <list> 包含以列表方式呈現的任何連續項目。 3.7 Lists
• <listBibl> (書目列表) 包含任何種類的書目資料列表。 3.11.1 Elements of
Bibliographic References 2.2.7 The Source Description 15.3.2 Declarable Elements
• <mentioned> 標明被提及但意義上未被使用的字句。 3.3.4 Terms, Glosses,
Equivalents, and Descriptions
• <milestone> 標明文本中由標準參照系統變更所指示的任何區塊分界點，並且
該章節未以任何結構性元素標記。 3.10.3 Milestone Elements
• <name> (名稱，特定名稱) 包含一個特定名稱 或名詞詞組。 3.5.1 Referring Strings
• <note> 包含附註或註釋。 3.8.1 Notes and Simple Annotation 2.2.6 The Notes
Statement 3.11.2.6 Notes and Othe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9.3.5.4 Notes within Entries
• <notesStmt> (附註陳述) 收集其他部分的書目描述中所未記載的任何文件相關附
註。 2.2.6 The Notes Statement 2.2 The File Description
• <num> (數字) 包含一個以任何形式呈現的數字。 3.5.3 Numbers and Measures
• <opener> 匯集日期地點、署名、稱呼語及其他在區段開端出現的類似措辭，
尤指信件開頭。 4.2.4 Content of Textual Divisions 4.2 Elements Common to All Divisions
• <orig> (原文格式) 標誌原文中呈現的文字，並且未經過任何修改或規格化處
理。 3.4.2 Regular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12 Critical Apparatus
• <p> (段落) 標記散文的段落。 3.1 Paragraphs 7.2.4 Speech Contents
• <pb> (分頁) 以標準參照系統來標記頁與頁之間的分界線。 3.10.3 Milestone
Elements
• <principal> (主導研究者) 提供負責電子文件製作的主導研究者的姓名。 2.2.1
The Title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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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ileDesc> (文件背景描述) 提供文件非書目性方面的細節描述，特別是所使
用的語言及次要語言、在何種情況下製作、參與人員及其環境背景。 2.4 The
Profile Description 2.1.1 The TEI Header and its Components
• <projectDesc> (計畫描述) 詳述將電子檔案編碼的目標或目的，以及其他關於
檔案匯集或收集程序的任何資訊。 2.3.1 The Project Description 2.3 The Encoding
Description 15.3.2 Declarable Elements
• <ptr> 標明一個與其他位置相連結的指標。 3.6 Simple Links and Cross-References
16.1 Links
• <publicationStmt> (出版陳述) 匯集電子文件或其他類型文件的出版或發行相關資
訊。 2.2.4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2.2 The File Description
• <publisher> 提供負責出版或發行書目項目的機構名稱。 3.11.2.3 Imprint,
Pagination, and Other Details 2.2.4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 <pubPlace> 包含書目項目的出版地名稱。 3.11.2.3 Imprint, Pagination, and Other
Details
• <q> (引用的言詞、思想、或文字) 包含標記為 (看似) 引用自他處的內容；在敘
述文中，此元素用來標記直接或間接敘述；在字典中，用來標記實例或編者
設計的範例；在寫本描述或其他上層資訊中，用來標記由來源文本中所摘錄
的引文。 3.3.3 Quotation
• <ref> 標明與其他位置互相參照的符號，或許包含附加的文字或註解。 3.6
Simple Links and Cross-References 16.1 Links
• <refsDecl> (參照宣告) 標明本文件與某一個權威參照標準的關係。 2.3.5.3
Milestone Method 2.3 The Encoding Description 2.3.5 The Reference System Declaration
• <reg> (一般化) 標誌一般化或規格化處理過的文字。 3.4.2 Regular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12 Critical Apparatus
• <rendition> 提供關於一個或多個元素預定呈現方式的資訊。 2.3.4 The Tagging
Declaration
• <resp> 包含一個詞彙，來描述個人智慧責任的類型。 3.11.2.2 Authors, Titl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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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2.2.1 The Title Statement 2.2.2 The Edition Statement 2.2.5 The Series Statement
• <respStmt> (責任陳述) 當未使用作者、編輯者等特定元素，或元素內容不足
時，在此補充說明文件、版本、記錄、或是叢書的智慧內容所屬負責人的責
任陳述。 3.11.2.2 Authors, Titles, and Editors 2.2.1 The Title Statement 2.2.2 The Edition
Statement 2.2.5 The Series Statement
• <revisionDesc> (修訂描述) 概述檔案的修訂歷史。 2.5 The Revision Description 2.1.1
The TEI Header and its Components
• <row> 包含表格中的一列。 14.1.1 TEI Tables
• <rs> (參照字串) 包含一般名稱或參照字串。 13.2.1 Personal Names 3.5.1 Referring
Strings
• <s> (句子單元) 包含文字中一個句子組成的區段。 17.1 Linguistic Segment
Categories 8.4.1 Segmentation
• <salute> (稱呼語) 包含在序言、獻詞、或其他文本區段開頭的稱呼語或問候
語，或是信件、引言等結尾處的致意詞。 4.2.4 Content of Textual Divisions 4.2.2
Openers and Closers
• <samplingDecl> (取樣宣告) 以篇章描述的方式說明建立文集或文選時文件取樣
的原理與方法。 2.3.2 The Sampling Declaration 2.3 The Encoding Description 15.3.2
Declarable Elements
• <seg> (隨機分割) 包含文件中任何隨機字詞層次的單元 (包括其他分割元
素)。 16.3 Blocks, Segments, and Anchors 6.2 Components of the Verse Line 7.2.4 Speech
Contents
• <seriesStmt(集叢陳述) 若出版品隸屬於某叢書，則在此匯集該叢書的相關資
訊。 2.2.5 The Series Statement 2.2 The File Description
• <sic> 包含看似錯誤但仍照實轉錄的文本。 3.4.1 Apparent Errors
• <signed> (簽名) 包含結尾致意詞等，附加在序言、獻詞、或其他文本區段中。
4.2.4 Content of Textual Divisions 4.2.2 Openers and Closers
• <soCalled> 作者或敘述者使用的字句在意義上另有所指的表現，例如諷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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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引號或斜體標示。 3.3.3 Quotation
• <sourceDesc> 提供所製電子文件的一個或數個來源文件的書目描述。 2.2.7 The
Source Description
• <sp> (演說) 劇本中的個人台詞，或散文、韻文中的個人演說。 3.12.2 Core Tags
for Drama 3.12 Passages of Verse or Drama 7.2.2 Speeches and Speakers
• <speaker> 一種特殊的標題或標籤形式，用來標示劇本中一位或多位講者名
稱。 3.12.2 Core Tags for Drama
• <sponsor> 標明贊助的組織或機構名稱。 2.2.1 The Title Statement
• <stage> (舞台指示) 包含劇本中任何一種舞台場景或演出動作指示。 3.12.2
Core Tags for Drama 3.12 Passages of Verse or Drama 7.2.3 Stage Directions
• <table> 以表格形式呈現、包含在直行橫列中的文字內容。 14.1.1 TEI Tables
• <taxonomy> 定義文件分類的類型學，可以是潛在地以書目資料的方式，或是
明確地以結構分類法的方式來分類。 2.3.6 The Classification Declaration
• <TEI> (TEI文件) 包含符合TEI標準的單一文件，由一個TEI標頭及一份文本組成，
可單獨出現或是作為元素teiCorpus的一部分。 4 Default Text Structure 15.1 Varieties
of Composite Text
• <teiHeader> (TEI標頭) 在所有符合TEI標準的文本起始的電子題名頁當中提供敘
述性以及宣告性的資訊。 2.1.1 The TEI Header and its Components 15.1 Varieties of
Composite Text
• <text> 包含一份任何種類的文本，無論是單一或複合的，例如詩詞或戲劇、
散文集、小說、字典、或是文集範例。 4 Default Text Structure 15.1 Varieties of
Composite Text
• <term> 包含作為專有名詞的一個單字、詞彙、或是表示符號。 3.3.4 Terms,
Glosses, Equivalents, and Descriptions
• <textClass> (文件分類) 匯集以標準分類架構、索引典等來描述文件性質或主題
的資訊。 2.4.3 The Text Classification
• <time> 包含一組字詞，以任何形式定義時間 3.5.4 Dates and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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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包含任何種類作品的完整題名。 3.11.2.2 Authors, Titles, and Editors 2.2.1 The
Title Statement 2.2.5 The Series Statement
• <titlePage> (題名頁) 包含文本的題名頁，出現在正文前資訊或正文後資訊之
中。 4.6 Title Pages
• <titlePart> 包含作品題名的部分或區段，同於題名頁上所標示的題名。 4.6 Title
Pages
• <titleStmt> (題名陳述) 匯集關於作品標題與作品智慧內容責任歸屬的資訊。
2.2.1 The Title Statement 2.2 The File Description
• <trailer> 包含文本中一個區段結束時的結尾題名或尾錄。 4.2.4 Content of Textual
Divisions 4.2 Elements Common to All Divisions
• <unclear> 在來源文本中難以辨認或聽懂而無法確實轉錄的單字、詞組、或
段落。 11.5.1 Damage, Illegibility, and Supplied Text 3.4.3 Additions, Deletions, and
Omissions
附錄 A：對 P4 版本的實質變更
TEI P5指引相較於TEI P4指引做出了許多的改變，是故奠基於TEI指引的選錄版
本亦有許多不同。以下簡單的說明，現存TEI P4形態下的文件，在套用於新的架構
前，所必須有一些重大的改變。一份更為完整的列表已經在準備當中，並將包含
在TEI P5之中：此處所列之項目僅限於與TEI選錄版有關之改變。
• 在P5，TEI文件必須有此宣告:http://www.tei-c.org/ns/1.0。
• 屬性id和lang已分別被識別碼屬性(xml:id)和語言屬性(xml:lang)所取代，其後之屬
性值必須遵照RFC 3066。
• 在<採用格式>(<reg>)和<原文格式>(<orig>)二者都出現的情況下，元素
<choice>必須將二者包住，如同<原文>(<sic>)和<更正>(<corr>)，以及<縮寫
>(<abbr>)和<全稱>(<expan>)。
• 此一版本之TEI選錄版不支援「數字 divs’」(<div0>，<div1>等)。
• 現在所有的指示和連結機制都與W3C所定義的機制相同：在內部和外部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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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元素之間將不再存有差異。
• <change>的目次模組有了重大的改變。
附錄 B：正式說明
TEI選錄版只是TEI文件的一部份，選錄版中所定義的元素都是來自於以下之TEI
標準模組：tei, core, header, textstructure, figures, linking, analysis, and tagdocs。
以下是一些未被包含在此架構中之模組：
<ab>, <alt>,<altGrp>, <altIdent>, <analytic>, <attDef>, <attList>, <attRef>, <biblItem>,
<biblStruct>,<binaryObject>, <broadcast>, <c>, <cb>, <cl>, <classSpec>, <classes>,
<content>,<correction>, <datatype>, <dateRange>, <defaultVal>, <desc>, <distinct>,
<div0>, <div1>,<div2>, <div3>, <div4>, <div5>, <div6>, <div7>, <egXML>,
<elementSpec>, <equipment>,<equiv>, <exemplum>, <fsdDecl>, <headItem>,
<headLabel>, <hyphenation>, <imprimatur>,<interpretation>, <join>, <joinGrp>, <link>,
<linkGrp>, <listRef>, <m>, <macroSpec>,<measure>, <meeting>, <memberOf>,
<metDecl>, <metSym>, <moduleRef>, <moduleSpec>,<monogr>, <normalization>, <phr>,
<postBox>, <postCode>, <quotation>, <quote>,<recording>,
<recordingStmt>, <remarks>, <schemaSpec>, <scriptStmt>, <segmentation>,<series>,
<span>, <spanGrp>, <specDesc>, <specGrp>, <specGrpRef>, <specList>,
<state>,<stdVals>, <street>, <stringVal>, <tag>, <timeRange>, <timeline>, <valDesc>,
<valItem>,<valList>, <variantEncoding>, <w>,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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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 P5指引》
第二章：TEI標頭
1

1. 翻譯整部的《TEI指引》是個艱難的工作，因為其它領域的科技持續進步，對於數位文本的使用
也產生影響，TEI勢必得進一步的發展以為因應，想要保持《指引》的完整在地化翻譯非易事。
然而，翻譯部分章節可能有助於編碼者與電腦程式設計師。為此，我們決定提供第二章TEI標頭
的初版翻譯，因為標頭是所有TEI文件不可或缺的部份，且對於標記計畫來說充分了解標頭的潛
在價值是重要的。同時，標頭的內容比較不可能於可預見的未來發生重大改變。謝筱琳與劉純
佑已於2008年翻譯完成這個極需精力和技術的部份。緊接標頭之後的常見元素與文本架構(第
三章和第四章)，和以漢語語境為主的外字模組(第五章)，是最為重要且希望之後在地化工作能
夠翻譯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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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旨在處理描述一份編碼工作時遇到的問題，以期徹底記錄文本本身、
文本來源、文本的編碼以及文本的修改。如此的紀錄對於使用文本的學者、處
理它們的軟體、圖書館和資料庫編目人員都同等必要。將這些描述和宣告集結
在一起，可提供一份類似印刷本題名頁的電子版文件。這些集結的描述和宣告
也構成了習慣上附於電子資料集的編碼書或操作手冊的目錄。
每一份符合TEI格式的文件，都必須有一組這樣的描述置於它的前面，並
按本章所述進行編碼。該組描述即為TEI標頭，標誌為<teiHeader>，有四個主
要部份：
1 . 檔案描述，標誌為<fileDesc>，包括該電腦檔案本身的完整書目敘述，文

本的使用者將可從中得知適當的書目出處，而圖書館員或檔案保管人員則
可以建立一個目錄詞條，用以記錄它存在於圖書館或資料庫中。此處所指
的電腦檔案一詞，用於指涉標頭描述的所有實體或文件，即便它被分存於
好幾個不同作業系統的檔案內。檔案描述也包括有關電子文本的一個或
多個來源出處。用於編碼檔案描述的TEI元素會在底下的章節2.2 The File
Description(檔案描述)中解說。
2 . 編碼描述，標誌為<encodingDesc>，描述電子文本與一個或多個來源之間的

關係。它允許有關文本在抄寫(transcription)期間是否(或如何)標準化進行、
編碼者如何解決來源模稜兩可的問題、編碼或分析被落實到何種程度、以
及類似事情的細節描述。用於編碼編碼描述的TEI元素會在底下的章節2.3The
Encoding Description(編碼描述)中解說。
3 . 文本檔案，標誌為<profileDesc>，包含與文本相關之類別和背景的資訊，

如它的主題、在什麼樣的背景下被產生、文中描述到的人或是參與生產它
的人，諸此種種。在結構嚴謹的複合文本中，像是文集或資料庫，尤其會
使用這種檔案，在這些情況下，通常會極度傾向於強制執行受制的描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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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或是以文本的種類或來源從文本的正文中執行檢索。不過文本檔案可被
用於任何型式的自動文本處理。用於編碼檔案描述的TEI元素會在底下的章
節2.4 Profile Description中(文件背景描述)解說。
4 . 修改歷史，標誌為<revisionDesc>，它允許編碼者提供該電子文本在發展過

程中所做出的修改歷程。修改歷史對版本控制和解決檔案歷史的相關問
題都很重要。用於編碼修改描述的TEI元素會在底下的章節2.5 The Revision
Description中解說。
TEI標頭可以非常龐大和複雜，也可以非常的簡單。某些應用領域(例如：
語料庫的建構和口語文本的抄寫)可能需要比其他領域更為專業和詳細的資
訊。因此，目前的提案中同時定義了核心元素組(它們全都可以在任何TEI標頭
中使用而不受拘泥)和一些額外的元素，它們是因為標頭中包含了額外的特殊
模組在文件模型中，才能在TEI標頭中使用。舉例而言，當語料庫的模組(描述
於章節15.Language Corpora)在使用時，還有好幾個額外的元素可以使用，進一
步的細節請見於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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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下一部份將簡短介紹標頭的整體結構以及它可能包含的資料種
類。其後則是所有構成元素的細節描述，這些元素都可用於核心標頭 (core
header)。章節2.6 Minimal and Recommended Headers，置於本章末，討論最小規
模TEI標頭的推薦內容以及它和標準的圖書館編目方法間的關聯。

2.1 Organization of the TEI Header(TEI標頭的組織)
2.1.1 The TEI Header and its Components (TEI標頭和它的組成要素)
<teiHeader>元素應該與文本的正文前資訊有清楚的區隔(關於此點可參見
章節4.5 Front Matter)。複合文本，如一個文集或合集，可能包含好幾個標頭，
進一步的細節將在下面討論。然而，在一般的情況下，一份TEI格式的文本會
包含一個<teiHeader>元素，後面接著一個<text>元素。

標頭元素的描述如下：
<teiHeader>(TEI標頭) 在所有符合TEI標準的文本起始的電子題名頁當
中提供敘述性以及宣告性的資訊。
@type 標明附有該標頭的文件所屬類型，例如文集或單一文本。

如同上面所討論的，<teiHeader>元素有四個主要的構成要素：
<fileDesc>(檔案描述) 包含對電子檔案的完整書目敘述。
<encodingDesc>(編碼描述) 記錄電子文件和其一個或多個文件來源之間的
關係。
<profileDesc>(文件背景描述) 提供文件非書目性方面的細節描述，特別是
所使用的語言及次要語言、在何種情況下製作、參與人員及其環境背景。
<revisionDesc>(修訂描述) 概述檔案的修訂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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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元素當中，僅<fileDesc>元素是所有的TEI標頭中都必需的，其他的元
素則是選擇性的。在完整格式的TEI標頭中，最高級的元素表現方式為：

<teiHeader>
<fileDesc>
<!--...-->
</fileDesc>
<encodingDesc>
<!--...-->
</encodingDesc>
<profileDesc>
<!--...--->
</profileDesc>
<revisionDesc>
<!--...-->
</revisionDesc>
</teiHeader>

至於最小標頭的格式則為：
<teiHeader>
<fileDesc>
<!--...-->
</fileDesc>
</tei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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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語料庫或合集，則可能將標頭資訊記錄在文集或合集之下的個別文件
內，或是在文集或合集的集合本身(更多關於標誌複合文本的細節可參見章節
15 Language Corpora，該章節應與本章搭配閱讀)。type(類型)屬性可用來說明該
標頭是否適用於文集或單一的文本。因此，文集的格式可能為：

<teiCorpus>
<teiHeader type="corpus">
<!-- corpus-level metadata here -->
</teiHeader>
<TEI>
<teiHeader type="text">
<!-- metadata specific to this text here -->
</teiHeader>
<text>
<!-- ... -->
</text>
</TEI>
<TEI>
<teiHeader type="text">
<!-- metadata specific to this text here -->
</teiHeader>
<text>
<!-- ... -->
</text>
</TEI>
</tei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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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Types of Content in the TEI Header (TEI標頭的內容類型)
TEI標頭中的元素可能包含數種內容的類型；以下清單指出接下來的章節將
如何描述這些內容的種類：

不限格式的散文(free prose)。多數元素包含結構單一的連續散文。很多元
素可能包含散文(可能組織成段落)或更為特殊的、本身內含散文的元素。在本章
的元素內容描述中，「散文描述」一詞應被理解為：一連串的段落，每一段皆以
元素<p>做標誌。相對的，「詞組」應被理解為僅指涉文字資料，視需求而與詞
級元素搭配使用，但不會自成段落。更多關於段落、顯目詞組、清單等的資訊可
參見章節3.1 Paragraphs。

集結元素(grouping elements)。元素名稱若以Stmt結尾，如<editionStmt>、
<titleStmt >，通常包含一群記錄某種結構資訊的特定元素。以書目元素為例，
2

使用結尾Stmt是為了與國際書目著錄標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的「項」(areas，參http://www.lins.fju.edu.tw/mao/inforg/description.
htm)相符。在多數情況中，集結元素可包含散文描述，作為特殊元素組之外的另
一選擇，以讓編碼者決定將資訊以結構形式或散文形式呈現。

宣告(declarations)。元素名稱以Decl結尾，如<tagsDecl>、<refsDecl>，包含
套用在電子文本上的特定編碼共識的相關資訊；這些共識通常以編碼的形式描
述。基本上，此種資訊會以一連串的宣告形式呈現，這些宣告用於標明一些有
更複雜結構或描述的編碼。宣告若用於一個以上文本或文本區段，則不需在每
一份文本或區段的標頭中複述。反而，每一個宣告套用的文本(或是文本區段)的
decls(宣告)屬性，可被用來提供一個交互參照，參照到上層的同一宣告。進一步
的描述可參見章節15.3 Associating Contextual Information with a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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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元素。元素名稱以Desc結尾，如<settingDesc>、<projectDesc>，包含的
散文描述，可能(但不一定要)經由建議的子元素安排在某些特定的標頭下。

2.1.3 Model Classes(TEI標頭中的模組集)
TEI標頭提供極為豐富的後設資料類目收藏，但也沒有到非常詳盡的地步。
每一個個別的計畫當然都會想記錄專門的後設資料，這些資料可能與TEI標頭預設
類目不符，或是需要比此處所提供的更加專門的元素結構。要克服這個問題，編
碼者可利用章節23.2 Personalization and Customization討論的客製化方法，選擇定
義額外的元素。TEI的匯集系統（class system）讓此種客製化更為簡單達成，和進
行交換。下列匯集都是標頭獨有的一部份：
model.applicationLike 匯集在標頭中用來記錄有關文件的特殊應用資訊的元
素。
model.catDescPart 匯集可用於<catDesc>內、並多次出現的元素。
model.editorialDeclPart 匯集可在<editorialDecl>中使用並且可多次出現的元素。
model.encodingPart 匯集可在<encodingDesc>中使用並且可多次出現的元素。
model.headerPart 匯集可在TEI標頭中出現一次以上的上層元素。
model.sourceDescPart 匯集可在<sourceDesc>中使用並且可多次出現的元素。
model.textDescPart 將文本分類的元素，例如以文本的狀況參數來分類。

2. 此一極具影響力的書目標準首度由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於1969年提出
的，其相關的資訊可參見http://www.ifla.org/VII/s13/isbd.htm。有關TEI提案與其它書目描述標準
間的進一步細節可見章節2.7 Note for Library Catalogu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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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檔案描述

本章節描述<teiHeader>的第一個組成要素，<fileDesc>元素。機器可讀或電子
文本的書目描述，其結構與書本、文章或任何其他種類的文本相仿。因此，TEI
標頭的檔案描述元素，以現有的圖書館編目標準為師法對象；是故，它應該提供
足夠的資訊，讓使用者給予電子文本標準的書目參照，並允許編目人員對其進行
編目。位於標頭其他地方的和文本本身的書目引用，都來自同樣的模組(一般的
書目引用可參見章節3.11. Bibliographical Citations and References)。進一步資料，可
參見章節2.7 Notes for Library Cataloguers。

電子文本的書目描述應由必備的<fileDesc>提供：
<fileDesc>(檔案描述) 包含對電子檔案的完整書目敘述。

<fileDesc>元素包含三個強制性元素和四個選擇性元素，每一元素都將詳述於
下面的章節2.2.1 Title Statement到2.2.6的Notes Statement。這些元素都列在下面，並
按所應呈現於<fileDesc>元素的順序排列。

<titleStmt>(題名陳述) 匯集關於作品標題與作品智慧內容責任歸屬的資訊。
<editonStmt>(版本陳述) 匯集文件某一版本的相關資訊。

<extent> 描述電子文件儲存在某一承載媒介時的約略大小，標以任何適
用的單位。
<publicationStmt>(出版陳述) 匯集電子文本或其他類型文本的出版或發行
相關資訊。
<seriesStmt>(集叢陳述) 若出版品隸屬於某叢書，則在此匯集該叢書的相
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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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tmt>(附註陳述) 收集其他部分的書目描述中所未記載的任何文件
相關附註。
<sourceDesc> 提供所製電子文件的一個或數個來源文件的書目描述。

一個包含所有可能次元素(sub-elements)的檔案描述將有如下的結構：
<teiHeader>
<fileDesc>
<titleStmt>
<!-- ... -->
</titleStmt>
<editionStmt>
<!-- ... -->
</editionStmt>
<extent>
<!-- ... -->
</extent>
<publicationStmt>
<!-- ... -->
</publicationStmt>
<seriesStmt>
<!-- ... -->
</seriesStmt>
<notesStmt>
<!-- ... -->
</notesStmt>
<sourceDesc>
<!-- ... -->
</sourceDesc> </fileDesc>
</tei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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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有一些元素可以刪去，最小的檔案描述結構如下：
<teiHeader>
<fileDesc>
<titleStmt>
<!-- ... -->
</titleStmt>
<publicationStmt>
<!-- ... -->
</publicationStmt>
<sourceDesc>
<!-- ... -->
</sourceDesc>
</fileDesc>
<!--其他非必須的標頭部份在這裡-->
</teiHeader>

2.2.1 The Title Statement(題名陳述)
<titleStmt>元素是<fileDesc>的第一個組成要素，而且是必備的：
<titleStmt>(題名陳述) 匯集關於作品標題與作品智慧內容責任歸屬的

資

訊。包含給予電子作品的題名，以及一個或一個以上選擇性的責任陳述，
這些陳述是用來識別編碼者、編輯、作者、匯編人員，或其他對該文本負有
責任的人員。
<title> 包含任何種類作品的完整題名。
<author> 在書目參照中，包含一件作品的作者 (群) 姓名，無論是個人或是

團體性質；這也是書目項目責任歸屬的主要陳述。
<editor> 書目項目的次要責任歸屬，例如扮演編輯、編譯、翻譯等角色的個

人、機構或組織 (或其他類似者) 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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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 標明贊助的組織或機構名稱。
<funder> (資助者) 標明負責資助一項計畫或文本製作的個人、機構或組織

名稱。
<principal> (主導研究者) 提供負責電子文本製作的主導研究者的姓名。
<repStmt> (責任陳述) 當未使用作者、編輯者等特定元素，或元素內容不足

時，在此補充說明文件、版本、記錄、或是叢書的智慧內容所屬負責人的責
任陳述。
<resp> 包含一個詞彙，來描述個人責任的類型。
<name> (名稱，特定名稱) 包含一個特定名稱 或名詞詞組。

<title>(題名)元素包含電子作品的主要名稱，包括任何可能的替代題名或副
題名。若該作品不止一個題名(可能在不同的語言中)，可能會重複，也可能
會以各類不同的型式出現，端賴作品創作者認為那種形式較適合。電子作品
若是來自現存的文本，強烈建議前者的題名應衍生自後者，並且清楚辨別二
者間的關係。舉例而言，藉由添加「電子抄本」或「數位版本」一詞，將有
助區別在引文和編目中的電子作品與來源文本，在引文和編目中都包含有此
二種素材的描述。

電子作品同時也會有一個外部名稱(它的「檔案名稱」或「資料集名稱」)或
是電腦系統上隨時存在的引文出處編號。此一名稱極可能因新的檔案副本產生而
時常更換。它的格式端賴操作的系統為何，因此並非總是能輕易地在不同的系統
中進行轉換。此外，一份作品可能包含許多檔案，為此，這些《指引》強烈建議
這類名稱不應用於任何電子作品的<title>(題名)。

如何在困難的個案中有效的將描述題名公式化，在英美編目規則(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Gorman and Winkler 1978, chapter 25)中，或同等的國家

級編目文件中，可找到指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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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editor>、<sponsor>、<funder>和<principal>元素相較於一般性的

<respStmt>元素更為專門許多。這些元素被用來提供責任陳述，該陳述用來標明該
人(們)對於一份物品的智慧或藝術內容以及任何與它相關的法人團體之責任。

在題名陳述中可有不同數量的陳述，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標明文本的作者
(在適當的地方)和檔案的創作人。如果是對文集的書目描述，則標明文集的創作
者。選擇性的資訊包括其他參與抄寫或解釋文本的人員、贊助者和機構的名稱。
負責輸入實體資料的人員名稱通常不需要記錄，除非該人員同時也對該檔案之創
造負有責任。

當一個人員之責任需被記錄，但他並非作者、贊助機構、贊助人、或研究人
員時，應使用<repStmt>元素。<repStmt>有二個次組成要素：<name>元素，用於標
誌負責人或組織，<resp>元素指出責任的種類。至於<resp>的適當內容目前還未有
明確的建議：它應解釋清楚相關的責任種類，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名稱可以是人名也可以是公司團體名稱。所有名稱皆引用該人或團體想要讓
3

大眾知道的形式，通常也就是包含姓、名在內的名字完整格式。
例子：

<titleStmt>
<title>Taisho Tripitaka, Electronic version, No. 251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title>
<respStmt>

3. 建議匯編機器可讀檔案編目的機構對於所有一般的人名使用可取得之權威性列表，如美國國會
圖書館的姓名權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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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電子化</resp>
<name>中華電子佛典協會</name>
</respStmt>
</titleStmt>
<titleStmt>
<title>愛倫坡的兩篇小說：電子版本</title>
<author>愛倫坡(1809-1849)</author>
<respStmt>
<resp>匯編者</resp>
<name>James D. Benson</name>
</respStmt>
</titleStmt>

<titleStmt>
<title>紅樓夢：數位版本</title>
<title>石頭記：數位版本</title>
<funder>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funder>
<principal>Dominik Wujastyk(主導研究人員名稱)</principal>
<respStmt>
<name>Wieslaw Mical</name>
<resp>資料輸入及校稿</resp>
</respStmt>
<respStmt>
<name>Jan Hajic</name>
<resp>轉換符合TEI格式的標誌</resp>
</respStmt>
</titleSt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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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The Edition Statement(版本陳述)
<editionStmt>元素是<fileDesc>元素的第二個組成要素，它雖非必備的，但卻是建

議包含在內的。
<editionStmt> (版本陳述) 匯集文件某一版本的相關資訊。它包含詞組
(phrases)或是更為特殊的元素，用以標誌該文件之版本和責任歸屬：
<edition> (版本) 描述文件某一版本的特質。
<respStmt> (責任陳述) 當未使用作者、編輯者等特定元素，或元素內容

不足時，在此補充說明文件、版本、記錄、或是叢書的智慧內容所屬負責人
的責任陳述。
<name> (名稱，特定名稱) 包含一個特定名稱 或名詞詞組。
<resp> 包含一個詞彙，來描述個人責任的類型。

對於印刷文本而言，「版本」這個詞用於依一個正本製作而成，且由特定出
版社或類似集團所發行的所有複本。若發行商產生異動，並不意謂發行的版本也
必有所更動，但是若正本有更動，則版本也需有所更動。

至於電子文本，「正本」的概念並不完全適切，因為它們比起紙本要更容易
複製與修訂。儘管如此，版本一詞仍用於指一機器可讀文本在一特定狀態下所作
的變更。在這些指引中可能用了諸如版本(version)、等級(level)和發行(release)等
詞意指同一概念。相形於此，修改和更新則用於指涉檔案的細微更動，而且這些
更動數量未足以累積成為一個新版本。

至於如何判定更動「數量」累積到足以產生新的版本而非僅是更新，則沒有
簡單的規則可循。此處所提供之原則是，新版本的產生包含檔案的智識內容上的
重大變更，而非僅為該檔案的編碼或呈現上的改變。因此，將一個編碼方式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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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為另一個方式並不構成一個新的版本，但在文本中添加分析編碼則會構成一
個新的版本。文字編碼或儲存硬體規格的變更、錯字更正、內容編排的簡單更
動、以及輸出格式的改變，以上種種通常都不會構成新的版本，反之，添加新的
資訊(例如：詞類標籤的語言分析、聲音或圖像、外部資料的參照連結)幾乎都會
構成新的版本。

當然，一定會有難以抉擇的情況，而最簡單的處理規則是有點專斷的：如果
認為你的檔案是新版本，那就稱它為新版本。版本陳述對於首次釋出的電腦檔案
是非必備的；但對於之後釋出的每一版本則是必要的，儘管此一要求無法透過語
法剖析器強制執行。

檔案中任何的更改都應予以標註，無論其是否足以構成一新的版本，又
或者只是新的修改，都應該在檔案標頭的修改描述中(參見章節2.5 The Revision
Description)個別註記。

<edition>元素應包含用來描述版本，以及數字、日期、或其他用來區分新版
本或修訂版的措辭。在版本陳述中出現的任何日期都應以<date>元素標誌之。
<edition>元素的name(略稱)屬性，可用於它處來對版本提供所有正式的識別(譬如
版本的號碼)。

也可使用一個或一個以上的<respStmt>元素對有問題的版本提供責任陳述。這
些陳述可能會涉及到個人或是法人團體，而且也可指出其功能，如校訂者，又或
是指出那些對於新版本中的補充資料或附錄有責任的人。對<respStmt>元素的進一
步細節可參見章節3.11.Bibliographic Citations and References。

以下提供一些例子：
<editionSt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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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ion n="P2">第二次草稿、大量擴充、修改和更正</edition>
</editionStmt>

<editionStmt>
<edition>學生版<date>1987, 6月</date></edition>
<respStmt>
<resp>改編自</resp>
<name>伊莉莎白．科克</name>
</respStmt>
</editionStmt>

2.2.3 Type and Extent of File(檔案的種類和範圍)
<extent>元素是<fileDesc>元素的第三個組成要素，是非必需的。
<extent> 描述電子文件儲存在某一承載媒介時的約略大小，標以任何適用的

單位。

對紙本的書而言，有關媒介的資訊，如使用的媒介種類和它的大小，對編目
程序而言極為重要。用於描述媒介和範圍的書目描述是印刷導向的，套用到電子
媒體時，需要重新詮釋。電子檔案是一獨立於它的媒介而存在，並同時保有相同
智識內容的獨特實體，無論它是被儲存在磁帶、光碟、磁片或是處理器之上。除
此之外，既然這些指引是專門用來促進文件的儲存和交換透明化，則任何只與機
器有關的資訊，都與檔案標頭無關。

此點在有關檔案類的資訊中特別成立，儘管圖書館導向的編目規則通常可區
別為兩種電腦檔案類型：「資料」和「程式」。此種區別在某些個案中很難加以
劃分，舉例而言，建在超媒體或文本中的搜尋、檢索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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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同樣依賴系統，一些電腦檔案的尺寸度量法可用於編目和其他實用目
的。因為檔案大小的測量和表達都充滿困難，只能給予大概的方向，才有可能合
適，<extent>元素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存在。它以下述的任一種說法來標誌電腦
檔案的大小或預估值：
．具體說明一個位元組(bytes)的大小與數量 (如：4000 16-bit bytes)
．落在一個區間內，例如：
–小於1Mb
–在1Mb和5Mb之間
–在6Mb和10Mb之間
–大於10Mb
．用任何適宜、合理的單位解釋(例如：字數、段落、引文出處、段落)
．用任何適宜的實體單位(例如：區塊、磁片、磁帶)

建議盡可能在這裡以及其他地方，對數量單位使用標準的縮寫
(請見 http://physics.nist.gov/cuu/Units/binary.html)。

例：
<extent>介於 1 16-bit MB 到 2 16-bit MB</extent>
<extent>4.2 MiB</extent>
<extent>4532 bytes</extent>
<extent>3200 sentences</extent>
<extent>5 90 mm High Density Diskettes</extent>

2.2.4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發行、銷售等等)
<publicationStmt>元素是<fileDesc>的第四個要素，而且是強制性的。
<publicationStmt>(出版陳述) 匯集電子文件或其他類型文件的出版或發行相關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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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能包含簡單的散文描述，以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段落組織而成，或有來
自model.publicationStmt匯集裡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元素。這個匯集將許多元素群組起
來，並依序討論如下：
<publisher>(出版者) 提供負責出版或發行書目項目的機構名稱。
<distributor>(發行者) 提供負責發行文件的個人或其他發行者的名稱。
<authority> (供應機構) 說明除了出版者或發行者之外，負責提供電子檔案的

個人或其他分配者的名稱。

出版者是指某個版本的檔案藉由該人或組織的授權而得以公開發行。發行者
則是使文件複本得以讓人取得的人或組織。假如文件並非正式發行，但透過某人
或組織的傳播，令該文件之取得成為可能，此人或組織即稱為發行機構。

前述之三種元素必須至少出現一個，除非全部的發行陳述都是用散文呈現。
4

每一個後面可以按以下順序，連接下列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元素 ：
<pubPlace> 包含書目項目的出版地名稱。
<address> 含出版者、機構、或是個人的郵寄地址或其他地址。
<idno> (識別代碼) 提供任何用來識別書目項目的標準或非標準編碼。
@type 將數字分類，例如：ISBN或其他標準系列。
<availability> 提供關於文件可利用性的資訊，例如使用或發行上的任何限制

、版權狀態等。
@status 提供一個識別當前文件可利用性的編碼
<date> 包含任何格式的日期表示。

注意，發行陳述中之日期、地點等等與發行者、分配者或最近一次提到的供
應機構相關。如果該文件的創造日期不同於它的發行日期，它的創造日期應在

4. 然而，目前的TEI指引版本並未強制要求此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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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Desc>元素中提供，而不是放在發行陳述中。其他任何有用的日期(如：資
料蒐集的日期)也應給予註記。
當章節13 Names, Dates, People, and Places中描述的模組被包括在文件模型中的
時候，其他描述細節的元素可用來對名稱、日期和地址進行編碼，進一步的描述
參見章節3.5 Names, Numbers, Dates, Abbreviations, and Addresses。
例子：
<publicationStmt>
<publisher>大塊文化</publisher>
<pubPlace>台北</pubPlace>
<date>1992</date>
<idno type="ISBN">0-19-254705-4</idno>
<availability> <p>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p> </availability>
</publicationStmt>

<publicationStmt>
<authority>楊黎</authority>
<pubPlace>北京</pubPlace>
<date>2005</date>
</publicationStmt>

<publicationStmt>
<publisher>中華電子佛典協會</publisher>
<address>
<addrLine>276號4樓</addrLine>
<addrLine>光明路,</addrLine>
<addrLine>11246 台北市北投區</addrLine>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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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1991</date>
<distributor>大藏出版株式會社</distributor>
<idno type="ota">1256</idno>
<availability>
<p>本資料使用限定於非營利性用途，並需附上本標頭資訊。</p>
</availability>
</publicationStmt>

2.2.5 The Series Statement(集叢陳述)
<seriesStmt>元素是<fileDesc>的第五個構成要素，同時也是非必要的。
<seriesStmt> (集叢陳述) 若出版品隸屬於某叢書，則在此匯集該叢書的相關

資訊。

在書目的行話中，集叢可用下述之方法定義之：
．一個獨立項目的群組與另一個群組間的聯繫，是因為每一個項目除了本身獨有
的題名外，都還擁有另一個集體的題名，該題名套用於整個群組，而各別的項
目可以、也可以不用加以編號。
．兩冊或兩冊以上的散文、演講、文章或其他項目，在性質上相似，而且是接續
發行。
．在系列或連載中獨立的連續卷目

<seriesStmt>元素可包含散文描述或一個或多個下列所述更為特殊的元素：
<title> 包含任何種類作品的完整題名。
<idno> (識別代碼) 提供任何用來識別書目項目的標準或非標準編碼。
<respStmt> (責任陳述) 當未使用作者、編輯者等特定元素，或元素內容不足時，在
此補充說明文件、版本、記錄、或是叢書的智慧內容所屬負責人的責任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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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 包含一個詞彙，來描述個人智慧責任的類型。
<name> (名稱，特定名稱) 包含一個特定名稱 或名詞詞組。
<idno> 可被用來提供任何與項名有關的識別號碼，包括標準號碼如ISSN 和

特殊的發行號碼。(建議將阿拉伯數字用標點分開，如：6.19.33，而非使用VI/
xix:33)。它的類型(type)屬性被用來做進一步的數字分類，以ISSN的數值做一個
ISSN的例子：
<seriesStmt>
<title level="s">《印度文學研究》的電腦可讀文件</title>
<respStmt>
<resp>編者</resp>
<name>珍．崗妲</name>
</respStmt>
<idno type="vol">1.2</idno>
<idno type="ISSN">0 345 6789</idno>
</seriesStmt>

2.2.6 The Notes Statement(附註陳述)
<notesStmt>元素是<fileDesc>元素的第六個構成要素，是選擇性的。若使用

之，則會包含一個或一個以上的<note>元素，而每一元素又含有一個在傳統書目
描述中被當作「通用附註」的描述資訊。
<notesStmt>(附註陳述) 收集其他部分的書目描述中所未記載的任何文件相關

附註。
<note> 包含附註或註釋。

在傳統書本附註區域中可以找到的一些資訊，在這些指引中都已分配有特定
的元素，特別是下述項目應以指定元素標誌，而非使用通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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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的性質、範圍、藝術形式或目的；此外還有所屬的文類或其他知識範疇：例如
「文本類型：報紙社論和報導、科幻小說、美國西部、偵探故事」。這些都應在
<profileDesc>元素中正式地描述(章節2.4Profile Description)
． 摘要描述提供檔案的主題內容一事實的、非評價性的描述：例如：「抄寫在1963年
的春天和夏天之間，對17個城市中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士所做的通用題目訪談。」這
些也應被正式描述於<profileDesc>元素(章節2.4.Profile Description)
． 與電子文本一個或多個來源相關的書目細節：例如：「抄寫自對開本1623的諾頓摹
本」。這些應在<sourceDesc>元素中被正式地描述。(章節2.2.7. The Source Description)
． 與文本出版、發行或釋出相關的進一步資訊，包括文本來源出處、任何文本使用的
限制或可得性的正式條款。這些都應被放在<publicationStmt>元素中適當的部份(章節
2.2.4.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 與檔案相關的公開記錄號碼：例如：「ICPSR研究號碼1803」或「牛津文本檔案文本
號碼1243」，這些應該被置於位在<publicationStmt>元素中適當位置的<idno>元素之
中。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國際標準書號(ISBN)以及其他國際認可專門用來識別項
目的標準號碼，也都應比照辦理，而非做為特殊的書目附註。

不過，<noteStmt>元素也可用來記錄有關檔案和它的特色中可能極為重要的細
節，例如：
． 日期，當它們與電腦檔案的內容或情況有關：例如：「手寫日期1983年」、「第一
波訪談: 1989年4月; 第二波: 1990年1月」
． 與技術產品、行政或諮詢功能有關的人或組織的名字，這些人或組織對於檔案的製
造有貢獻，但是這些名字沒有在題名或版本陳述中被提到：例如：「由Mark Cohen
提供的歷史評論」
． 附加媒介的檔案可得性，或與文件說明的可得性有關而尚未被記錄的資訊：例如：
「使用者手冊在第11頁是活頁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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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的語言和摘要，如果沒有編碼於<langUsage>元素中，例如：「文本為英語，而
摘要為法語和德語」。
． 國際叢刊資料系統(ISDS)所給予的特殊名稱，如果沒有編碼於<idno>元素
． 相關發行者的清單，可以描述來源本身或著重在電子作品的創造或使用，例如：
「布洛斯(Burrows)(1987)使用的文本」。

這種項目的每一個資訊都可以用通用目的<note>元素標誌，該元素之描述參
見章節3.8 Notes, Annotation, and Indexing。<noteStmt>元素中含有附註群組，如同下
例所述：
<notesStmt>
<note>歷史評論由馬克．可漢提供</note>
<note> OCR光學辨識掃描於多倫多大學</note>
</notesStmt>

然而，在TEI標頭中的其他地方，使用更為精準的元素(當此種元素可被利用
時)編碼此種資訊有其優點。例如：上述附註可編碼如下：
<titleStmt>
<title>…</title>
<respStmt>
<persName>馬克．可漢</persName>
<resp>歷史評論</resp>
</respStmt>
<respStmt>
<orgName> 多倫多大學</orgName>
<resp>OCR光學辨識</resp>
</respStmt>
</titleSt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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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The Source Description(來源描述)
<sourceDesc>元素是<fileDesc>元素的第七個也是最後一個組成要素，它是強制

性的，並被用來記錄電腦檔案的一個或多個來源的細節。來源可能是印刷文本或
手稿、另一個電腦檔案、某種聲音或影像的記錄，或者是以上各類的綜合。如果
被編目的原始文本就是以電子的形式被創造，一份電子檔案也可能沒有來源。
<sourceDesc>(來源描述) 提供所製電子文件的一個或數個來源文件的書目描

述。典型的形式是對數位文件作來源文件的書目描述，或是針對原本不存在
的文件，以「數位產出」作描述。

<sourceDesc>元素可以只包含簡單的散文描述，或是簡短陳述文件沒有來源的

附註。

<sourceDesc>
<p>數位化產生</p>
</sourceDesc>

或者，它可以包含從以下三個匯集中取出的元素：
model.biblLike 匯集包含書目描述的元素。
model.sourceDescPart groups 匯集可在<sourceDesc>中使用並且可多次出現的

元素。
model.listLike 匯集所有類似列表的元素。

這些匯集的使用是透過系統預設許多提供書目出處的方法，書目出處具體說
明了文本來源。對於書面或印刷的來源，來源的描述方式可以使用下列的任一元
素，它們和其他書目出處的描述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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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書目資料) 包含結構零散的書目資料，其中次要元件不一定會明確標記。
<biblStruct>(結構次要書目) 包含僅出現子節點的結構書目資料，並以特定順序呈現。
<listBibl> (書目列表) 包含任何種類的書目資料列表。

更多關於這些元素的細節描述參見章節3.11. 書Bibliographic Citations and
Reference。使用它們便能將一個來源以非常簡單的用語描述：
<sourceDesc>
<bibl> Taisho Tripitaka Vol. 08, Nr. 251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大藏出版株式會社)</bibl>
</sourceDesc>

或是更加詳細闡述：
<sourceDesc>
<biblStruct xml:lang="zh">
<monogr>
<author>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author>
<title>食物的歷史</title>
<title type="sub">透視人類的飲食與文明</title>
<imprint>
<pubPlace>台北</pubPlace>
<publisher>左岸文化</publisher>
<date when="2005">2005/date>
</imprint>
</monogr>
</biblStruct>
</source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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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標頭描述一個源自一些早於TEI格式或其他數位文件的文本時，使用以下
元素將更為簡單：
<biblFull>(完整結構的書目出處) 包含結構完整的書目資料，其中呈現出TEI
檔案描述內的所有元件。

因為這是專為源自「數位產出」文本的文件所設計的，進一步的描述參見
章節2.2.8. Computer Files Derived from Other Computer Files。

當手稿描述的模組包含於文件模型中時，此一匯集也可以使用下列元素：
<msDesc> (手稿描述) 包含單一份可識別手稿的描述。
<msDesc>元素讓編碼者記錄有關一個或多個手稿或類似來源非常細節的
資訊，進一步的討論詳見章節10. Manuscript Description。
當附加的模組也包含在內時，model.sourceDescPart匯集同樣能利用附加的
元素。例如：當口說模組(spoken module)包含在內時，<sourceDesc>元素也可包
含下述具特殊目的的元素，用於來源為口說而非書面文本的電子文本：
<scriptStmt>(腳本陳述) 包含口說文本的來源腳本相關細節。
<recordingStmt>(影音陳述) 當所轉錄的口說文本來源為影音檔案時，在此
描述影音錄製的相關資訊。

這些元素的完整描述和內容可參見章節8.2 Documenting the Source of
Transcribed Speech。

當包含名稱、人、地等的清單被視為編碼文件來源的一部份時，來源描
述也可將其包含在內。當這種資訊使用在 namesdates 模組(13. Names, Dates,
People, and Places)中討論到的特殊元素加以記錄時，model.listLike匯集可讓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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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持有此種資訊：
<listNym>(正式名稱列表) 包含一正式名稱列表，即任何事物的標準名稱。
<listOrg>(組織列表) 包含一元素列表，每一列表提供有關可識別組織的資
訊。
<listPerson>(人物清單) 人物描述清單，其中每個項目包含一個已知人物的
相關資料，例如語言互動中的參與者、或是歷史來源中提及的人物。
<listPlace>(地點清單) 包含一地點清單，其後可選擇性地接上定義它們之
間關係(隸屬關係除外)的清單。
2.2.8 Computer Files Derived from Other Computer Files(源自其他電腦檔案的
電腦檔案)
如果一個電腦檔案(稱其B)並非源自印刷品而是來自另一個電腦檔案(稱
其A)，A中包含一個TEI檔案標頭，那麼電腦檔案B的文本來源是電腦檔案A。A
檔案標頭的四個部份，會需要以略微不同的方式併入B的新標頭中，如下面所
列：
fileDesc
A的檔案描述應拷貝到B的檔案描述中的<sourceDesc>部份，前後以<biblFull>
元素圍住。

profileDesc
A的<profileDesc>基本上應維持不變地拷貝到B的<profileDesc>；不過它可
能會被與B有關的特定計畫資訊擴充。
encodingDesc
A的編碼共識可能同於或(更有可能)不同於B的編碼共識。既然編碼描述
的目的是要定義現有檔案與它的來源之間的關係，基本上，A和B之間編
碼共識的改變，只需要記錄於B中。A和它的來源(們)之間的關係則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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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A的原始標頭中找回。實際上，在A的<encodingDesc>基礎上替B創造一
個完整的新<encodingDesc>會更為方便。

revisionDesc
B是一個新的電腦檔案，因此應該有一個新的修改描述。但是，如果覺得
將A的<revisionDesc>的一些資訊包含在內很有用，例如重大更新的日期或
版本，則此類資訊必須清楚地標誌是與A有關而非與B有關。

這裡總結了<fileDesc>元素的討論和它的內容。

2.3 The Encoding Description(編碼描述)
<encodingDesc>元素是TEI標頭中第二個主要的區塊。它具體說明決定抄寫
或編碼手邊文本的方法和編輯原則，同時也能包含數組其他標頭構成要素的編
碼定義。

儘管並非正式的要求，但強烈建議使用此一元素。

<encodingDesc>(編碼描述) 記錄電子文件和其一個或多個文件來源之間的關
係。

此編碼描述應包含以 <p> 元素標誌的文本段落，或可能包含更多從 model.
encodingPart 匯集取得的特殊元素。藉由系統預設，此匯集可以使用下列元
素：

<projectDesc>(計畫描述) 詳述將電子檔案編碼的目標或目的，以及其他
關於檔案匯集或收集程序的任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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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Decl>(取樣宣告) 以篇章描述的方式說明建立文集或文選時文件
取樣的原理與方法。
<editorialDecl>(編輯實行宣告) 提供文件編碼時使用的編輯原則與實行方
法的細節。
<tagsDecl>(標誌宣告) 提供關於應用在XML文件中的標誌的詳細資訊。
<refsDecl>(參照宣告) 標明本文件與某一個權威參照標準的關係。
<classDecl>(分類宣告) 包含一個或多個分類法，用來定義在文件中他處
所使用之任何分類碼。
<appInfo>(應用程式資訊) 記錄編輯TEI檔案的應用程式之相關資訊。

這些元素之後都會進一步在適當的章節描述。其他有能力延伸這個匯集的
模組；例子附註在章節2.3.8 Module-Specific Declarations
2.3.1 The Project Description(計畫描述)
<projectDesc>元素可以用散文來描述一個數位來源被創造的目的，以及任
何其他匯集或收集過程的相關資訊。此點對於文集或各類合集特別重要，但也
可用於任何文本，例如用來解釋為何採用此種編碼共識而非另一種。

<projectDesc>(計畫描述) 詳述將電子檔案編碼的目標或目的，以及其他
關於檔案匯集或收集程序的任何資訊。

例如:
<encodingDesc>
<projectDesc>
<p>文件收集於1990年7月，杭州杜甫詩作研討會使用。</p>
</projectDesc>
</encodingDesc>

TEI P5 第二章 標頭 193

2.3.2 The Sampling Declaration(取樣宣告)
<samplingDecl>元素可用散文描述選擇文本或部份文本的原理和方法，列
入文件或文集內。
<samplingDecl>(取樣宣告) 以散文描述的方式說明建立文集或文選時文件
取樣的原理與方法。

應包含的資訊如下：
．個別取樣的大小
．選擇的一個或多個方法
．取樣的母體數
．取樣的樣本

<samplingDecl>
<p>從文本的開頭取樣兩千個字</p>
</samplingDecl>

它也可能包括一個對於來源文本所包括或摒除的任何部份的簡單描述。
<samplingDecl>
<p>只謄寫報導的文字。片段摘要、圖片說明、廣告都已省略。刪除任何不以
ISOnum或ISOpub實體集呈現的數學記號，以GAP元素標誌它們。
</p>
</samplingDecl>

取樣宣告套用於超過一個文本或文本的區塊時，並不需要在每一個文本
標頭中重複宣告。取而代之的，每一個取樣宣告套用的文本(或是文本的區塊)
的宣告(decls)屬性，可用來對文本提供一個交互參照，進一步的描述參見章節
15.3 Associating Contextual Information with a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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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The Editorial Practices Declaration(編輯共識宣告)
<editiorialDecl>元素被用來提供編碼文本時的編輯共識。
<editorialDecl>(編輯實行宣告) 提供文件編碼時使用的編輯原則與實行方
法的細節。

它可能僅包含一個散文描述、或者一個或一個以上的TEI model.
editorialDeclPart匯集的特殊元素。編碼者希望記錄一個先前未被具體說明的
編輯方針時，可以透過在章節23.2 Personalization and Customization中討論的機
制，添加新的元素到這個匯集中完成。

有些方針元素帶有某些屬性，能支援自動處理一些定義良好的編輯決定；
而且每一個元素都含有一個特殊情況之編輯原則的散文描述。以下範例的問
題，是為這些描述打算回覆的答案而設。

<correction>
<correction>(更正原則) 說明文本中的更正是在什麼情況下、如何產生的。
@status 指出套用於文本的更正程度
@method 文本中採用何種方法指出更正
文本的更正是在資料採集之間或之後？若是如此，更正是不留記錄的還是
使用章節3.4 Simple Editorial Changes中描述的標籤標誌出來？對於省略、切
斷、無把握的更正、別的讀法、失著、重覆等等，是採用何種原則？

<normalization>
<normalization>(標準化) 指出來源文件轉換成電子文本時規格化或標準
化的程度。
@source 指出任何規格化所實行的依據。
@method 指出標示規格化所採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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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此文本是否藉由規格化任何非標準的拼法、對話形式等等而達
到標準化？若是如此，規格化是不留記錄還是使用章節3.4 Simple Editorial
Changes中描述的標籤標誌出來？規格化的依據是什麼？在提供標準化號
碼給描述於章節3.5.3 Numbers and Measures中的數值屬性值時，又是採用
何種原則以及何種格式？

<quotation>
<quotation> 說明在編輯上是如何處理來源文件中的引文符號。
@marks(引文符號) 指出引文符號是否在文本中被保留為內容的一部份。
@form 說明引文符號如何標示於文本中。
如何處理引文符號？撇號(‘)和引號是否有區別？如何區別？引號是否如
內容般保留在文本中或是被標記取代？是否需注意任何特殊的慣例，例如
套疊的時候使用單引號或雙引號？檔案是否與它的編輯原則相符？或是這點
並未被檢查？

<hyphenation>
<hyphenation> 概述來源文件裡的連字符號在電子化的版本中是如何被處
理的。
@eol (行尾) 指出句末的連字符號是否被留在文本中。
此編碼能否區別「可代替的」和「不可代替的」連字號？有關未保留來源
的走文的行尾連字符號，採用原則為何？可代替的連字號是否被不留記錄
的移除，若是如此，對於走文和頁碼的影響為何？

<segmentation>
<segmentation>描述文件分割的原理方法，例如分割成句子、音調單位、
字形層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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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本如何分割？若是為了分析而使用<s>或<seg>分割單位將文本切開，
它們是如何標誌的？如何達成這些分割？

<stdVals>
<stdVals> (標準值) 明確說明文本中標準化日期或數值所使用的格式。
在多數的情況中，具有標準化數值的屬性(像是在日期元素的when或wheniso屬性)，應該符合W3C或ISO資料種類的定義。在不適用這種情況的案
例中，此一元素可用來描述所提供數值背後的標準化方法。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指出除了轉錄之外，文件中加入哪些分析性或詮釋性的資訊。
是否提供任何分析的或「詮釋的」資訊，也就是那些被視為不明顯或潛
藏爭論的資訊？如果有，它是如何產生的？又是如何編碼的？如果使用
了功能結構分析，是否描述 <fsDecl> 元素(章節 18.11 Feature System
Declaration)？

任何不在上述標題中出現之編輯原則的相關資訊，都應被記錄在一個不同
的項目清單中。經驗顯示，完整的記錄應保有與編輯原則和編碼共識相關的決
定，以利文本將來的使用者和首先產生此一文本的計畫使用。一些簡單的例子
如下：
<editorialDecl>
<segmentation>
<p> <gi>s</gi> 元素標誌正字句法，並且在母元素<gi>div</gi>內連續
編號</p>
</segmentation>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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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第四節部份言說分析是手寫加上去的，尚未檢查。</p>
</interpretation>
<correction>
<p>抄寫錯誤由WordPerfect拼寫檢查系統控制。</p>
</correction>
<normalization source="http://szotar.sztaki.hu/webster/">
<p>所有字皆轉換為源自韋氏大學生字典第九版的現代美語拼法</p>
</normalization>
<quotation marks="all" form="std">
<p>所有的前括號都標誌成實體參照<ident type="ge">odq</ident>；所有
的後括號都標誌成實體參照<ident type="ge">cdq</ident>。</p>
</quotation>
</editorialDecl>

當編輯共識宣告套用於超過一個文本或文本的區塊時，並不需要在每一個
文本標頭中重複宣告。取而代之的，每一個編輯共識宣告套用的文本(或是文
本的區塊)的宣告(decls)屬性，可用來對文本提供一個交互參照，進一步的描述
參見章節15.3 Associating Contextual Information with a Text。

2.3.4 The Tagging Declaration(標誌宣告)
<tagsDecl>元素是用來記錄下列用於特殊文本中的標籤資訊：
．出現在抄寫文本之中所屬元素的名稱空間。
．特殊元素多常出現於文本中，如此一來在交換過程中，接收者才能確認文
件的完整性。
．任何與特殊元素的使用有關的評論，但並未在標頭的其他地方詳述。
．可用於一個元素所有例子的預定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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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元素負責傳遞這種資訊：
<rendition> 提供關於一個或多個元素預定呈現方式的資訊。
@scheme 識別用來描述解釋的語言
<namespace> 提供其子元素所描述的元素所屬的名稱空間之正式名稱。
<tagUsage> 提供文件中某個特定元素的使用資訊。
<tagsDecl> 元素是由一個非必備的 <rendition> 元素序列組成。序列中
的每一個元素都具有一特殊識別碼，其後再接著一個或一個以上非必備的
<namespace>元素。每個<namespace>元素又包含一連串的<tagUsage>元素來
描述名稱用法。這些名稱空間出現於TEI文件的<text>元素中。
2.3.4.1 Rendition(預定呈現)
<rendition>元素允許編碼者用下列任何一種方式，具體說明一個或多個元
素在原始來源中如何呈現：
．使用非正式的散文描述
．使用標準的樣式表語言，如CSS或XSL-FO
．使用計畫定義的正式語言

有二種方式可以把上述的一個或多個說明和文件的諸元素結合在一起：
．適當的<tagUsage>元素的render屬性，可用來指出所有出現的名稱元素的
預訂呈現方式。
．全域的rendention屬性可用於任何元素，以指出它的預訂呈現方式，並凌
駕於任何內定值之上。

全域的rend屬性與rendition、或<tagUsage>內的render屬性值同時出現時，
最前者rend屬性的屬性值凌駕於其他兩者，優先用來替一個元素提供其呈現樣
式的非正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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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以下概要顯示一個編碼者可能會如何具體說明所有的<p>元素
是利用一組被視作style1的格式來產生內定值，而<hi>元素則使用了不同的格
式，該格式被識別為style2：
<tagsDecl>
<rendition xml:id="style1">... 這裡是一個預訂呈現樣式的描述 ...</rendition>
<rendition xml:id="style2">... 另一個預訂呈現樣式的描述 ...</rendition>
<namespace name="http://www.tei-c.org/ns/1.0">
<tagUsage gi="p" render="#style1"> ... </tagUsage>
<tagUsage gi="hi" render="#style2"> ... </tagUsage></namespace>
</namespace>
</tagsDecl>
<!-- elsewhere in the document -->
<p>這個段落大多以style 1呈現，包含一些以<hi>style2 樣式呈現</hi>的字
</p>
<p rendition="#style2">此段皆以style2 樣式呈現</p>
<p>這裡回到style1的呈現樣式</p>

如同上面所註記的，<rendition>元素的內容可用散文、計畫定義的正式
語言或其他現有的標準語言來描述來源資料的外觀：層級式樣式表(CSS)(Lie
and Bos(eds.)(1999))和用來具體說明組成部份W3C可延展樣式語言(Extensible
Stylesheet Language)語法的XML語言(Berglund(ed.)(2006))。架構屬性指出當中有
那些語言套用在已知的<rendition>元素，並採用下列數值：
free 非正式的自由文本描述
css 層級式樣式表
xslfo 延展樣式語言
other 使用者定義的正式描述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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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延伸的例子中，我們考量如何才能將 20 世紀的題名頁記錄到最
好，像是以下的圖像：

用來編碼題名頁資訊的元素可見章節4.6. Title Pages；此處我們也可能考量
如何利用<rendition>元素和與它相呼應的屬性，將一些視覺資訊進行編碼。

首先，替我們希望保留的來源頁的預定呈現方式的每一面向，定義一個預
定呈現元素。關於CSS的細節可見Lie and Bos (eds)(1999)；我們在這裡使用它只
是要提供一個語言，並用該語言描述如字級和樣式、字母和行距、以及顏色這
類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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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Decl>
<rendition xml:id="center" scheme="css">文本對其: 置中;</rendition>
<rendition xml:id="small" scheme="css">字級:小;</rendition>
<rendition xml:id="large" scheme="css">字級:大;</rendition>
<rendition xml:id="x-large" scheme="css">字級大小:很大;</rendition>
<rendition xml:id="xx-large" scheme="css">字級大小: 超大</rendition>
<rendition xml:id="xx-large" scheme="css">字級大小: 超大</rendition>
<rendition xml:id="expanded" scheme="css">行距: +3pt;</rendition>
<rendition xml:id="x-space" scheme="css">行高: 150%;</rendition>
<rendition xml:id="xx-space" scheme="css">行高: 200%;</rendition>
<rendition xml:id="red" scheme="css">顏色: 紅色;</rendition>
</tagsDecl>

全域的rendition屬性現在可以用來具體描述任何上述呈現特徵所套用的元
素。例如：一個題名頁可被編碼為：
<titlePage>
<docTitle rendition="#center #x-space">
<titlePart>
<lb/>
<hi rendition="#x-large">THE POEMS</hi>
<lb/>
<hi rendition="#small">OF</hi>
<lb/>
<hi rendition="#red #xx-large">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hi>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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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rendition="#large #xx-space">IN SIX VOLUMES</hi>
</titlePart>
<titlePart rendition="#xx-space"> VOLUME I.
<lb/>
<hi rendition="#red #x-large">POEMS AND BALLADS</hi>
<lb/>
<hi rendition="#x-space">FIRST SERIES</hi>
</titlePart>
</docTitle>
<docImprint rendition="#center">
<lb/>
<pubPlace rendition="#xx-space">LONDON</pubPlace>
<lb/>
<publisher rendition="#red #expanded">CHATTO & WINDUS</publisher>
<lb/>
<docDate when="1904" rendition="#small">1904</docDate>
</docImprint>
</titlePage>
Source: [189]
2.3.4.2 Tag usage(標籤使用)
如同前面所註記的，每一個 <namespace> 元素，如果出現，應該確實
包含一個 <tagUsage> 元素，對應於每一個來自已知名稱空間的獨立元素，
5

該已知名稱空間存於最外層的<text>元素，出現在相關的<teiHeader>中 。
<tagUsage>元素用來計算文本中此一元素出現的數量，作為它的出現(occurs)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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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值。它也可用來容納任何附加的可用資訊，該資訊在元素內以連續散文的方
式提供。

例如：
<tagUsage gi="hi" occurs="28">僅用於標誌複本中的斜體英文字</tagUsage>

這裡指出<hi>元素在<text>元素所指的部份中共出現28次，而且編碼者僅
用它來標誌斜體的英文字。

withId屬性可選擇性地用來具體說明，多少個出現在討論的元素，擁有全
域屬性的識別碼屬性值(xml:id)，如同以下的例子所示：
<tagUsage gi="pb" occurs="321" withId="321">僅於York (1734)版本標誌分頁
</tagUsage>

此處指出<pb>元素出現321次，且每一次都提供一個識別碼。

<tagUsage>元素的內容不受自動處理過程的影響。因此，它不應該用來
承載其他編碼描述的組成要素已經提供的資訊。符合TEI格式的文件並不一定
要提供任何 <tagUsage> 元素，但是如果有提供，那麼 TEI 建議的共識是提供
<namespace>和<tagUsage>元素，給每一個在相關文本中使用到的獨立元素和
名稱空間。此外，如果occurs (出現)屬性要具體說明總數，這些計數必須與出
現在文件中的此種元素的數目相符。

2.3.5 The Reference System Declaration(參照系統宣告)
<refsDecl>元素是用來記錄，任一標準參照架構是如何建構在編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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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它可能包含一連串的散文段落或是以下的特殊元素：
<refsDecl>(參照宣告) 標明本文件與某一個權威參照標準的關係。
<cRefPattern>(標準參照) 定義如何將標準參照轉換成統一資源識別符
(URI)。標明將標準參照轉換成統一資源識別符的表示方法與取代模式。
<refState>(分界狀態) 標明分界方法所定義的標準參照標準裡其中一個組件。

請注意，並非所有可能的參照架構都能被當前的軟體系統支援。也因此在
這樣的背景考量之下，必須在編碼者的便利和特殊應用軟體的可能效率上做
出選擇。更多有關這些指引所支援的參照系統的細節，參見下面的章節3.10.
Reference Systems 。
參照架構可以使用此一元素以下述三種方法之一進行描述：
．用散文描述
．用規則表示法和XPath
．用<refState>元素指定文本中的<milestones>元素，說明其組織和編排方式。
每一個方法在下面都會進一步解說，在單一的<refsDecl>元素中只能使用
一種方法。

如果在同一份文件中使用超過一種以上的標準參照架構，標頭便可包含一
個以上的<refsDecl>元素，但是當前的提案不會檢查相互間的不一致處。

5. 以TEI文集(15. Language Corpora)為例，在文集標頭裡的<tagsDecl>，描述涵蓋整個文集的標誌
用法；而在個別文本標頭裡的<tagsDecl>，僅描述該個別文本的標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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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1 Prose Method(散文方法)
在<refsDecl>中可透過簡單的散文描述具體說明參照架構。此一描述應指
出那些元素具有識別資訊，以及這些資訊是以屬性值或內容的方式呈現。任何
有關在閱讀或產生參照字串時如何詮釋的特殊規則，也應在此詳述。此種散文
描述無法自動處理，是故，並不推薦自動處理使用此種詳述標準參照系統架構
的方法。
例子：
<refsDecl>
<p>大正大藏經版本的中文佛經裡，每個分行的略稱屬性值都按照一個標準參
照來編列行號，它的格式是T.XXX.YYYY.ZZZZ(a|b|c)LL。這個編碼規則裡的T代表
大正藏，XXX表冊號， YYYY 為經號，ZZZZ則是頁碼，其後的a,b,或c是以註明
刊欄位置，最後的LL則表行數。</p>
</refsDecl>

2.3.5.2 Search-and-Replace Method(尋找並取代的方法)
此種方法最初通常需要投入大筆精力，但它允許極具彈性的處理方法。細
節可見章節16.2.5 Canonical References。

<cRefPattern>( 標準參照 ) 定義如何將標準參照轉換成統一資源識別符
(URI)。標明將標準參照轉換成統一資源識別符的表示方法與取代模式。

2.3.5.3 Milestone Method(分界方法)
這種方法在只有「分界」標籤(見章節3.10.3Milestone Elements)可提供必需
的參照資訊時才適用。它不會提供任何無法被「尋找並取代參照方法(在前一
節討論過的)」模仿的功能，但是在它套用的部份它會提供某種較簡易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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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以分界標籤為基礎的參照，透過一個以上的標籤將特定的數值串在一起。
既然每一個標籤都標誌了一個數值改變的點，它也可視為詳述一個可變數的分
界狀態(refState)。因此，參照宣告利用此種方法，將標準參照的個別組成要素
以一連串的<refState>元素詳細說明。
<refState>(分界狀態) 標明分界方法所定義的權威參照標準裡其中一個組件。
@ed(版本) 指出分界所套用的版本
@unit 指出在這個分界中改變了何種狀態
@delim(定界符號) 提供一個定界符號的字串在參照要素的後面。
@length 具體說明參照要素的固定長度
舉列而言，參照「馬太福音 12:34 」呈現出三種變數的狀態：書本的
變數狀態是「馬太福音」；章節的變數狀態是「 12 」，以及詩行的狀態是
「 34 」。如果使用了分界標籤，應該有一個標籤在文本中每一個上述的
6

「可變數」狀態改變的地方進行標誌 。 因此，應用程式要找到「馬太福音
12:34 」，就必須由左至右的掃描整份文本，監控這三個變數個別狀態的改
變。當三個變數都同時達到要求的狀態時，就會達到要找的點，當然，可能有
好幾個點都符合要求。
delim和length屬性是用來具體說明標準參照的組成要性，標準參照的使用
方法與前一章節所述的步驟一模一樣。其他的屬性則用來決定文本中那一個
<milestone>標籤的例子要進行狀態改變的檢查。一個狀態的改變意謂一個新的
<milestone>標籤與unit或ed屬性一起被發現，和討論到的<refState>元素完全相
同。新狀態的數值可明確地透過<milestone>元素的略稱屬性(n)給予，如果 略
稱屬性(n)沒有被具體說明，也可暗示性地給予。

6. <milestone>標籤本身所指涉的「變數」可藉由ed和unit屬性的組合加以識別。

TEI P5 第二章 標頭 207

舉例而言，對於形式為xx.yyy的標準參照，xx代表第一版中的頁碼，yyy
則是該頁之中的行碼，適當的參照系統宣告應如同：
<refsDecl>
<refState ed="first" unit="page" length="2" delim="."/>
<refState ed="first" unit="line" length="3"/>
</refsDecl>
這裡暗示了分界標籤的形式可在文本處發現，並在頁碼和行碼改變的位置
進行標誌。
<milestone n="II" ed="first" unit="page"/>
<milestone ed="first" unit="line"/>
請注意，在上面的第二個分界標籤沒有具體說明略稱屬性值(n)；這暗示了
它的數值在每一個狀態改變都是以預設的方式增加。更多有關分界標籤的使用
可參見章節3.10.3 Milestone Elements.
分界參照文件模型，儘管在概念上很簡單，但是並不支援屬於 SGML 或
XML的語法剖析程式。它的使用空間相對地造成編碼器在驗證和正確性上更大
的負擔。

參照系統宣告套用於超過一個文本或文本的區塊時，並不需要在每一個文
本標頭中重複宣告。取而代之的，每一個參照系統宣告套用的文本(或是文本
的區塊)的宣告(decls)屬性，可用來對文本提供一個交互參照，進一步的描述參
見章節15.3 Associating Contextual Information with a Text。
2.3.6 The Classification Declaration(分類宣告)
任何被標頭其他部份使用之描述性分類架構的定義或來源，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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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Decl>元素匯集在一起。每一個這種架構都靠<taxonomy>元素呈現，該元
素可包含簡單的書目引用，或是相關描述類型的定義。下述元素被用來定義描
述性分類架構：
<classDecl>(分類宣告) 包含一個或多個分類法，用來定義在文件中他處所
使用之任何分類碼。
<taxonomy> 定義文件分類的類型學，可以是潛在地以書目資料的方式，
或是明確地以結構分類法的方式來分類。
<category> 在使用者定義之分類法當中，此元素包含一項個別的描述性
類目，該類目可能位於一個更上層的類目之中。
<catDesc>(類目描述) 描述分類法中或文件類型學中的某些類目，可用短
文描述的型式，或是用TEI正式元素textDesc所使用的狀況參數。
<taxonomy>元素有兩個略微不同但互有關聯的功能。對於組織、記錄良
好的公共分類架構，像是杜威或其他機構出版的描述性的同義字典，僅包含一
簡單的書目引用，用來指出特殊分類的完整描述可在哪發現。
<taxonomy xml:id="ddc12">
<bibl>
<title>杜威十進分類法</title>
<edition>簡易本第12版</edition>
</bibl>
</taxonomy>
對於較不易使用的文件模型，<taxonomy>元素包含分類本身的描述，和
選擇性的書目引用。該描述由數個<category>元素組成，每一個都在給定的
分類法中定義一單獨的分類。該分類是由巢狀套疊的<catDesc>元素內容所定
義，裡面可能包含一個描述分類的詞組，或是來自model.catDescPart匯集的一
些元素。當文集模組包含在文件模型中時，該匯集會提供<textDesc>元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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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的組成要素可以使用「情境參數」解釋文本種類的定義(進一步參見章節
15.2.1 The Text Description)；如果文集模組未被納入文件模型中，該匯集將是空
白的，且<catDesc>元素可能僅包含簡單的文本。

如果細分分類，每一個細分的部分會藉巢套的<category>元素呈現，該元
素擁有相同的結構。為了反映分類的階層結構，類目可能被巢狀套疊進不固定
的深度。每一個<category>元素都具有一獨特的識別碼屬性值(xml:id)，用來作
為<catRef>元素指涉的標的。
<taxonomy xml:id="b">
<bibl>布朗語料庫</bibl>
<category xml:id="b.a">
<catDesc>新聞採訪報導</catDesc>
<category xml:id="b.a1"> <catDesc>每日</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a2"> <catDesc>週日</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a3"> <catDesc>全國</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a4"> <catDesc>地方</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a5"> <catDesc>政治</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a6"> <catDesc>體育</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d">
<catDesc>宗教</catDesc>
<category xml:id="b.d1"> <catDesc>藝文</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d2"> <catDesc>期刊與短文</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tax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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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種分類中的特殊文本和類目間的聯繫是透過 <textClass> 元素中的
<catRef>元素作為媒介，如同在章節2.4.3 The Text Classification的描述。在此，
當分類法允許一個類目以上的分類，一個以上的分類會由特殊的<catRef>指
涉，如同以下的例子所示，該例用「新聞採訪報導」分類中的次分類「每
日」、「國家」和「政治」來識別文本。
<catRef target="#b.a1 #b.a3 #b.a5"/>
2.3.7 The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Element(應用程式資訊元素)
有時候把處理中的編碼來源資訊，儲存在它的標頭中會很方便。這種資訊
的典型使用方式有：
．允許一個應用程式發現它先前已開啟或編輯過一個檔案，以及它做這些動
作時的版本為何；
．(透過日期)來顯示最後修改這個檔案的應用程式為何，以便診斷該程式可
能造成的任何問題；
．允許使用者發現任何用來編輯該檔案之應用程式的資訊。
．允許該應用程式宣告它對於所編輯檔案的那些元素有影響，如此其他的應
用程式或編輯對檔案的該部份進行變動，便會格外的小心。

model.applicationLike匯集提供的<application>元素，可用來記錄這類資訊
於<appInfo>元素中。
<appInfo>(應用程式資訊) 記錄用來編輯TEI檔案之應用程式相關資訊。
<application> 提供用於該文件的應用程式相關資訊。
@ident 提供應用程式一個不同於它的版本號碼或展示名稱的識別碼。
@version 提供應用程式一個不同於它的識別碼或展示名稱的版本號碼。
每一個<applicatoin>元素都指出一個與當前檔案有關之應用軟體的現狀。
此一元素屬於att.datable匯集，該匯集提供與日期和時間狀態、或暫存範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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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各類屬性。ident和version屬性應特別用來識別應用程式和它的主要版本編
號(例如：ImageMarkupTool 1.5)。這不表是每當應用程式接觸該檔案時，便該
新增一個新的<application>元素。
接下來的例子顯示，這些元素如何用來記錄一個名為「 Image Markup
Tool」的應用程式的1.5版，影響了最後一次儲存時間為2006年6月6日的文件
中的兩部份。這些相關的部份可藉由作為這二個<ptr>元素目標的URL進入。
<appInfo>
<application version="1.5" ident="ImageMarkupTool" notAfter="2006-06-01">
<label>Image Markup Tool</label>
<ptr target="#P1"/>
<ptr target="#P2"/>
</application>
</appInfo>
2.3.8 Module-Specific Declarations(特定模組宣告)
截至目前為止所討論到的元素都適用於任何文件模型之中。當使用中的文
件模型包含一些更為特殊的TEI模組時，這些模組讓其他在編碼宣告中某個模組
特有的組成要素得以使用。這些模組在文件說明中都有完整的描述，但為了方
便起見，也在這裡簡單提到。
<fsdDecl>元素只有在iso-fs模組被包含在文件模型中時，才可以使用。它
的目的是用來記錄基植於本標頭記錄之文本內，任何分析特性文件模型的特性
系統宣告(如章節18.11.Feature System Declaration)。
只有當文件模型中有詩文(verse)模組時，才可以使用<metDecl>元素。目的
是要記錄文本中使用的任何詩韻標記架構，進一步的討論參見章節6.3 Rh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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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etrical Analysis。它是由一個散文描述或一系列的<metSym>元素組成。

只有當文件模型中有 textcrit 模組時， <variantEncoding> 元素才可以使
用。目的是記錄文本中用來編碼文本變數的方法，如同章節12.2 Linking the
Apparatus to the Text.所述。

2.4 The Profile Description(文件背景描述)
元素<profileDesc> (文件背景描述)是TEI標頭裡第三重要的部分。它是選擇
性的元素，用來使描繪一個文本或文件集的各種描述性資料能夠記錄在一個單
一且統一的架構下。

<profileDesc>(文件背景描述) 提供文件非書目性方面的細節描述，特別是
所使用的語言及次要語言、在何種情況下製作、參與人員及其環境背景。

原則上，幾乎所有標頭的構成要素都是描繪文件的重要工具之一。一份書
面文件的作者、題名、或者出版日期，與本章節文件背景描述內提到的欄位一
樣，都能視為文件的描繪。這裡的基本原則是，不討論大部份形成標準書目樣
式描述的資訊，因為相關的資訊已經納入標頭的其他部份。

<profileDesc> 的核心元素有三個選擇性的構成要素，由下列元素呈現：
<creation> 包含關於文件建置的資訊。
<langUsage>(語言使用) 描述文件中使用的語言、次要語言、語域、方言
等。
<textClass>(文件分類) 匯集以標準分類架構、索引典等來描述文件性質或
主題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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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之後會陸續介紹這三個元素。

當一個文件模型包含了章節15. Language Corpora語言資料庫所描述的語料
庫模組(corpus module)時，另外三個元素也可能出現在<profileDesc>元素內：
<textDesc>(文本描述) 提供文本在情境特徵方面的相關描述。
<particDesc>(參與描述) 描述在一個語言互動中可辨識的說話者、聲音或
其他參與者。
<settingDesc>(背景描述) 描述語言互動所發生的一個或多個背景，可用一
段散文描述或是一系列的背景元素來表達。

以上三個元素的描述，請見章節15.2 Contextual Information。
當一個文件模型包含了章節11. Representation of Primary Sources所描述用作
抄錄主要來源的抄錄模組，下面的元素就會出現在<profileDesc>元素內：
<handNote>(書寫特徵) 描述在手稿中可明顯辨識出的特殊風格或書寫手法。
關於此元素的描述，可見章節 11.4.1. Document Hands 。它的功用是聚
集一些 <handNotes> 元素，這些元素各自描述一份手稿內異同的書寫手法。
當一個文件模型包含了章節10. Manuscript Description所描述的手稿描述模組
(msdescription module)，元素<handNotes>也會出現在一個有架構的手稿描述之
中。為此，元素<handNotes>實際上是宣告於標頭模組(header module)，但僅
適於抄錄或手稿描述模組包含於文件模型之時。進一步的討論詳見章節11.4.1.
Document Hands。
2.4.1 Creation(建置資訊)
元素<creation>包含描述文件來源的詞組，例如文件構成的日期與地點。
<creation> 包含關於文件建置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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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日期與時間對於語言變化的研究來說有獨特的重要性；因為這種資
訊無法由文件複本的書目描述推斷，元素<creation>可用來為這種資訊提供一
致的場域：
<creation>
<date when="1992-08">1992年8月</date>
<rs type="city">台北</rs>
</creation>
2.4.2 Language Usage(語言使用)
元素<langUsage>是在元素<profileDesc>下使用，用來描述文件的語言、
次要語言、語域(register)和方言等等。它包含一個或多個元素<language>，每
一個元素<language>提供一個語言的資訊，尤其是該語言在文件中呈現的數量
(quantity)。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元素不應該用來提供此語言所使用任何非標準規
範的字(character)或字型(glyph)的資訊；這些資訊應該記錄在編碼描述下的元素
<charDecl>內(詳見第5章 Representation of Non-standard Characters and Glyphs)。
<langUsage>(語言使用 ) 描述文件中使用的語言、次要語言、語域、方言
等。
<language> 個別敘述文本中使用的語言或次要語言。
@usage 具體說明該文本使用此語言的大約比例 (以冊計) 。
@ident(識別碼) 提供一語言代碼，其編碼方式定義在BCP 47中 (或其系列
中) ，用來識別此元素所紀錄的語言，並由全域屬性xml:lang所參照。
<langUsage>元素可用於一份文件內的每個不同語言。若用之，它的識別
碼屬性(ident)應該詳述(specify)一個適切的語言識別碼，關於此語言識別碼的進
一步討論可見第5.1章Language Identification。如果擴充語言識別碼在文件的他
處被用作語言屬性(xml:lang)的屬性值，這個適切的語言識別碼就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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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一個例子：
<langUsage>
<language ident="fr-CA" usage="60">Québecois</language>
<language ident="en-CA" usage="20">Canadian business English</language>
<language ident="en-GB" usage="20">British English</language>
</langUsage>
【註：fr-CA表示加拿大魁北克省使用之法語，en-CA表示加拿大商業英語，en-GB則表示英世英
語。】

2.4.3 The Text Classification(文件分類)
核心<profileDesc>元素的第二構成要素為<textClass>元素。<textClass>是
根據下列一個或多個方法來分類文件：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
參考參考國際分類法，如杜威十進制分類法
‧
普遍十進制分類法(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冒號分類法(The Colon
Classification)、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the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或其他任何廣泛用於圖書館與文件工作的系統。
參考提供一套關鍵字，像是用在大英圖書館或美國國會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
‧
目的數據資料。
參考參考其他相關領域公認的文件分類法或者手邊現有的工具；可能包括章
‧
節15.2.1The Text Description內定義的重覆設置的情境參數的屬性值，或者
章節15.2.2 The Participant Description所描述的人口統計元素。

以上方法的最後一項在處理現存語料庫或合集的時候特別重要，兩者都是
避免重複分類所造成的不便與消耗的一種作法，同時也是記錄此種材料的組織
原則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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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元素即是為此設計：
<keywords> 包含標明文件主題或性質的關鍵詞或字詞列表。
@scheme 標明相關關鍵詞所使用到的詞彙範圍。
<classCode> (classification code)包含文件在某標準分類系統中所屬的分類代碼。
@scheme 說明使用中的分類系統或分類法。
<catRef>(類目參照) 標明在某分類法或文件類型學中，一個或多個已定義之類目。
@target 標明相關的類目。

元素<keywords>僅以描述標題、或主題、形式、日期等的關鍵字列表，
將個別的文件分類。在某些架構下，列表內項目的順序是意義深長的，例如從
主要標題到次要標題；在其他架構下，列表則有自成系統的基礎構造。在此，
並沒有特別推薦某個方法。只要可行即可，而且都應該從公認的來源取得關鍵
字，例如印刷書籍的公認來源為大英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的數據資料，或是與領域相稱的詞典。

架構屬性(scheme)可用來指出關鍵字使用之來源。這個用法是要提供元素
<taxonomy>一個識別碼屬性值(xml:id)，在taxonomy中會記錄關鍵字來源的進一
步細節)。元素<taxonomy>出現於TEI標頭裡編碼宣告的<classDecl>部分，在章
節2.3.6 The Classification Declaration有介紹。例如：

<keywords scheme="#lcsh">
<list>
<item>資料庫管理</item>
<item>SQL (電腦程式語言)</item>
</list>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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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scheme="#lcsh">
<list>
<item>English literature -- History and criticism -- Data processing.</item>
<item>English literature -- History and criticism -- Theory, etc.</item>
<item>English language -- Style -- Data processing.</item>
<item>Style, Literary -- Data processing.</item>
</list>
</keywords>
【註：此例條列說明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LCSH)所定義之分類法】

元素 <classCode> 同樣也以提供一個公認分類架構使用的數值或其他代
碼，如杜威十進制分類法，來將個別文件分類。架構屬性(scheme)是用來指出
分類架構之來源：它可當作任何種類的指標，無論是TEI元素的(可能在當前的
文件，例如上述的<keywords>範例裡)，或是一些架構之標準來源的，如下例
所示：
<classCode scheme="http://www.example.com/udc">005.756</classCode>
<classCode scheme="#lc">QA76.9</classCode>
<classCode scheme="http://www.example.com/udc">820.285</classCode>
元素 <catRef> 以指向一個或多個 <category> 元素來分類個別文件。
<catRef>元素(完整敘述於章節2.3.6 The Classification Declaration)具有特定分類
法之獨特分級或分類的資訊。任一分類必須有一個獨一無二的識別碼，作為
<catRef>元素的目標屬性值，而這些帶有識別碼的<catRef>元素，會指向所屬
的分類。

一份文件當然可能不只屬於一個分類，且不是只有一個識別碼被提供作為

TEI

使 用 指 南 218

運用 TEI 處理中文文獻

<catRef>元素的目標屬性(target)的屬性值，如下例所示：
<catRef target="#b.a4 #b.d2"/>
如果被指向的來源未適當表達目標屬性所屬分類，則架構屬性可以用來具
體指名目標屬性屬於哪個分類法。例如：
<catRef target="#b.a4 #b.d2" scheme="http://www.example.com/browncorpus"/>
<catRef target="http://www.example.com/SUC/#A45"/>
這裡，同樣的文件已被分類為布朗分類架構 ( 假設可已從 http://www.
example.com/browncorpus取得)下的類別b.a4和b.d2，以及SUC分類架構內的分
類A45，記錄在上述的URL上。
元素<catRef>和<classCode>的區別，以標頭作為代表，前者作為辨識符碼
的屬性值被詳盡無遺地列舉；而後者則可用來表明一個更開放、或者描述性的
分類系統。

2.5 The Revision Description (修訂描述)
TEI標頭的最後子元素─<revisionDesc>─提供文件所歷經的每次更改一個
詳細的更改記錄。它不是必備的元素，但強烈推薦使用。它為經過更新、更
正、或是修改的大量檔案提供不可或缺的管理資訊，同時也為檔案從甲研究者
到乙研究者、甲系統到乙系統的流通留下極為有用的憑證。假如沒有更改記
錄，同一檔案的不同版本容易混淆，或者未察覺到流通過程裡較早進行的細瑣
卻重要的改變。所有TEI化的檔案，都應該在更改記錄中替每個更改做出對應
的記錄。
<revisionDesc>(修訂描述) 概述檔案的修訂歷史。
<change> 概述多位研究者共享的某版本電子文本當中，某特定的內容變
更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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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描述的主要功用是記錄標頭後的文本部份的更改。然而，建議TEI共
識中，(除了更改記錄本身之外)，將標頭內的重大改變列入記錄。最少，也該
將標頭的建置日期作記錄。

更改記錄(the log)包含一個記錄的清單，每個記錄代表一個更動。可以用
章節3.7 Lists介紹的一般元素<list>，或者一系列具特殊用途的<change>元素，
一一詳細陳述所有的變動。時間屬性(when)與人物屬性(who)是用來分別指出更
改的日期以及責任者。關於更改的描述，少則一個簡單詞組，多到一連串的段
落都有。如果一個數字與一個或多個更改有關(例如修訂編號)，則以全域略稱
屬性(n)來標誌。

記錄更改時，建議以倒敘的方式，從最近一次的修改開始。例如：
<titleStmt>
<title>The Amorous Prince, or, the Curious Husband, 1671</title>
<author>
<persName ref="#abehn.aeh">Behn, Aphra</persName>
</author>
<respStmt xml:id="pcaton.xzc">
<persName>Caton, Paul</persName>
<resp>electronic publication editor</resp>
</respStmt>
<respStmt xml:id="wgui.ner">
<persName>Gui, Weihsin</persName>
<resp>encoder</resp>
</respStmt>
<respStmt xml:id="jwernimo.lrv">
<persName>Wernimont, Jacqueline</persName>

TEI

使 用 指 南 220

運用 TEI 處理中文文獻

<resp>encoder</resp>
</respStmt>
</titleStmt>
<!-- ... -->
<revisionDesc>
<c hange n="RCS:1.39" when="2007-08-08" who="#jwer nimo.lr v">
Changed<val>drama.verse</val><gi>lg</gi>s to <gi>p</gi>s. <note>we
have opened a discussion about the need for a new value for <att>type</att> of
<gi>lg</gi>, <val>drama.free.verse</val>,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verse of Behn
which is not in regular iambic pentameter. For the time being these instances are
marked with a comment note until we are able to fully consider the best way to encode
these instances.</note></change>
<c hange n="RCS:1.33" when="2007-06-28" who="#pcaton.xzc">
Added<att>key</att> and att>reg</att>to <gi>name</gi>s.</change>
<change n="RCS:1.31" when="2006-12-04" who="#wgui.ner">Completed
renovation. Validated.</change>
</revisionDesc>
上例中，人物屬性 (who) 指向 <respStmt> 元素；他們同樣也可以指向
<persons>元素。

2.6 Minimal and Recommended Headers(最小的和推薦的標頭)
TEI 標頭能夠容納有關文本本身的龐大資料，例如來源、編碼、修改歷
史，和大量描述性資料，例如使用的語言，製作的情況包含地點與參與者的身
份。這樣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反映出遵照這些指引實作的電子文本的多樣化。
特別強調的是，並非上述介紹的所有元素都應該出現在每一個TEI標頭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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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頭裡面的編碼數量，視文本的性質與預設用途而定。一個極端的例子，
編碼者可能希望標頭只要提供符合當地需求的文本的書目識別就好。另一個極
端，為了確保文本可以廣泛應用，編碼者會想極盡詳細地記錄書目與描述性資
料，如此一來，在處理文本的過程中，資料就沒有優劣先後或者主從之分。這
樣的標頭會非常飽滿，接近手冊形式常用的文件說明。大部份的文件介於這兩
個極端之間；特別是文本合集比較傾向後者。在這個章節的後續介紹裡，我們
先說明小型的，其次為推薦一般使用的TEI標頭裡書目資訊的編碼級別。

在最小層級的編碼裡，單一文本的TEI標頭範例如下：
<teiHeader>
<fileDesc>
<titleStmt>
<title>湯馬士‧潘恩：常識。機器可讀轉錄本</title>
<respStmt>
<resp>編輯者</resp>
<name>瓊‧亞當斯</name>
</respStmt>
</titleStmt>
<publicationStmt>
<distributor>牛津全文檔案室</distributor>
</publicationStmt>
<sourceDesc>
<bibl> 湯馬士‧潘恩的完整著作由菲利浦‧方能收編 ( 紐約：堡壘出版，
1945) </bibl>
</sourceDesc>
</file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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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Header>
TEI 標頭內唯一強制使用的構成要素是元素 <fileDesc> 。這個元素包含
<titleStmt>、<publicationStmt>和<sourceDesc>三個必備的子元素。在題名陳述
(title statement)裡，必須明確說明題名以及作者；即使作者是未知的，也應該以
元素<respStmt>對於權責做額外的陳述。在<publicationStmt>元素裡，必須指
明發行者(publisher)、經銷商(distributor)與檔案的權責單位(agency responsible for
the file)。最後，假如有的話，來源描述應該至少包含一個具鬆散結構的引用書
目，用來辨識電子文本的來源(就像常有的狀況)。

現在呈現同樣的範例標頭，將其擴充、包含額外推薦的資訊，以適用於大
部份的書目用途，特別容許建置一個符合AACR2的書目記錄。同時也加入這個
(想像的)編碼的編碼原則、文件本身的資訊(以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的形式)、
和檔案的修改資訊。

<teiHeader>
<fileDesc>
<titleStmt>
<title>常識。機器可讀轉錄本</title>
<author>潘恩‧湯馬士(1737-1809)</author>
<respStmt>
<resp>編輯者</resp>
<name>瓊‧亞當斯</name>
</respStmt>
</titleStmt>
<editionStmt>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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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1986</date>
</edition>
</editionStmt>
<publicationStmt>
<distributor>牛津全文檔案室</distributor>
<address>
<addrLine>牛津大學電算中心,</addrLine>
<addrLine>班柏里路13號,</addrLine>
<addrLine>牛津OX2 6RB,</addrLine>
<addrLine>英國</addrLine>
</address>
</publicationStmt>
<notesStmt>
<note>文本的簡要說明於補充檔案</note>
</notesStmt>
<sourceDesc>
<biblStruct>
<monogr>
<editor>方能‧菲利浦</editor>
<title>湯馬士‧潘恩著作全集</title>
<imprint>
<pubPlace>紐約</pubPlace>
<publisher>堡壘出版</publisher>
<date>1945</date>
</imprint>
</mono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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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Struct>
</sourceDesc>
</fileDesc>
<encodingDesc>
<samplingDecl>
<p>未轉載方能版本的編輯說明</p>
<p>未保留空行、留白、以及段落縮排</p>
</samplingDecl>
<editorialDecl>
<correction status="high" method="silent">
<p以下出現於方能版本的錯誤已訂正：
<list>
<item>p. 13 l. 7 cotemporaries contemporaries </item>
<item>p. 28 l. 26 [comma] [period] </item>
<item>p. 84 l. 4 kin kind </item>
<item>p. 95 l. 1 stuggle struggle </item>
<item>p. 101 l. 4 certainy certainty </item>
<item>p. 167 l. 6 than that </item>
<item>p. 209 l. 24 published </item>
</list>
</p>
</correction>
<normalization>
<p>所有標準化以方能的版本為準</p>
</norm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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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ation marks="all" form="std">
<p>所有的雙引號以"呈現，單引號由撇號取代</p>
</quotation>
<hyphenation eol="none">
<p>已重編方能版本裡，所有行末帶有連字符號的字</p>
</hyphenation>
<stdVals>
<p><gi>time</gi>元素的<att>when-iso</att>屬性值總是以<val>HH:MM</
val>或<val>HH</val>的格式呈現；換言之，不呈現秒與時區名稱。</p>
</stdVals>
<interpretation>
<p>標記複合專有名詞</p>
<p>標記日期</p>
<p>記錄斜體、但不予以解釋</p>
</interpretation>
</editorialDecl>
<classDecl>
<taxonomy xml:id="lcsh">
<bibl>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bibl>
</taxonomy>
<taxonomy xml:id="lc">
<bibl>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bibl>
</taxonomy>
</classDecl>
</encodingDesc>
<profile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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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
<date>1774</date>
</creation>
<langUsage>
<language ident="en" usage="100">英語</language>
</langUsage>
<textClass>
<keywords scheme="#lcsh">
<list>
<item>政治學</item>
<item>美國—政府政治與政府部門—革命, 1775-1783</item>
</list>
</keywords>
<classCode scheme="#lc">JC 177</classCode>
</textClass>
</profileDesc>
<revisionDesc>
<change when="1996-01-22">
<name>CMSMcQ</name>完成校對
</change>
<change when="1995-10-30">
<name>L.B. </name>完成校對
</change>
<change when="1995-07-20">

TEI P5 第二章 標頭 227

<name>R.G. </name>完成校對
</change>
<change when="1995-07-04">
<name>R.G. </name>完成資料登錄
</change>
<change when="1995-01-15">
<name>R.G. </name>開始料登錄
</change>
</revisionDesc>
</teiHeader>

其他許多這一章所討論元素的推薦用法範例，提供於參照索引與相關教學
指南裡。

2.7 Note for Library Cataloguers (圖書館編目注釋)
準備本章材料的強烈動機是為了替TEI 文件的標頭提供一個能夠將電腦檔
案編目的可行的、權威的來源。文件的標頭不是圖書館的編目記錄，所以它不
會表達圖書館編目作業中的所有必備欄位。同時，它也包含許多通常排除於標
準書目描述之外的資料。然而，開發者的目的，是要確保編目記錄所需的資訊
能夠從TEI文件標頭中取回復原，此外，一個到另一個資料轉換間的路徑要盡
可能簡單、直接。假如關聯不明顯，諮詢一個對於TEI文件標頭的內容開發有
影響力的規範，可能會有用。他們包括：
ISBD(G) 通用國際標準圖書描述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Description
(General))是一個國際的標準，制定什麼資訊應該記錄於一個書目項目的描述。
也有獨立的ISBD涵蓋各種類型的材料，例如用在專題論文的ISBD(M)、用在電子
資源的 ISBD(ER)。這些獨立的ISBD遵循和主要ISBD(G)同樣的通用架構，但是為
考量中的特殊材料提供適切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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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R2 英美編目規格，第二版，2002 年修訂：2005 年更新版是英語世
界用來的為一般圖書館建構目錄的官方指引。其他的國家編目編碼也存在。
AACR2明確地以ISBD(G)及其隸屬的ISBD的通用架構為基礎：依據ISBD來做出如
何將項目編目，和如何建構索引與交叉參照的描述。

ANSI Z.39.29 ANSI Z.39.29是一個美國國家標準，掌管書目資料、結束工
作清單(end-of-work list)、出版品摘要與索引之參照、與電腦化書目資料庫輸出
中所使用的書目參照。然而，現在這個標準已被取消，等待大幅度修改。涵
蓋同樣範圍的國際標準是ISO 690:1987。其他相關標準包括BS 1629:1989、BS
5605:1978、和BS 6371:1983。

2.8 The TEI Header Module(TEI標頭模組)
下列構成要素適用於本章討論的模組：
Module header: The TEI Header：
• Elements defined : appInfo application authority availability biblFull cRefPattern
catDesc catRef category change classCode classDecl correction creation distributor
edition editionStmt editorialDecl encodingDesc extent fileDesc funder geoDecl
handNote hyphenation idno interpretation keywords langUsage language namespace
normalization notesStmt principal profileDesc projectDesc publicationStmt quotation
refState refsDecl rendition revisionDesc samplingDecl segmentation seriesStmt
sourceDesc sponsor stdVals tagUsage tagsDecl taxonomy teiHeader textClass titleStmt
typeNote
• Classes defined : model.applicationLike model.editorialDeclPart model.encodingPart
model.headerPart model.profileDescPart model.sourceDesc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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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如何選擇和組合模組以產生一個TEI架構，詳細描述於章節1.2 Defining
a TEI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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ʳ

ʳ

֮ء TEI ᑑᄷ(ठ ء2009-01-19)հխ֮ᦞءΖᦰृ֮ڇױխࢬࠩބ
ڶցైհխ֮ࡳᆠΕ᥆ࢤΕ᥆ࢤଖΕ᥆ࢤႃΕࡉᒤࠏΖڼԫ֏چڇठٵءழՈ
 ڇױTEI ࠰ᄎऱᦞᇷற֗۞ࠡ᠏נऱᒵՂਐ֧խࠩބΔءᑑᄷऱ֮ठء
ٍ ࣍ױTEI ጻీ(www.tei-c.org)խ࠷Ζڼԫ ۞֏چڇ2006 ࠩ 2009 ࠹ڣᑇࠢۯ
៲ፖᑇۯᖂഏ୮ীઝݾૠࡉऄቔ۵ඒᖂೃᇖܗΖ
<ab> (anonymous block ֑)࢘֒
ծؐᄽ˴ʑ˶̬らᑨඖଶᓝ᱿܈ҀŊ֑ᄇૌㆩ̙ɺΤᕀ┛Ȯ̟ʃծؐᕀ┛⦝∑᱿⥱ʑ
⿵ଶҀ₪ȯ
Module: linking
Attributes:
Part
ᐻᆙ֒࢘ᆯ؋રҚȯ
଼ඖϊᛤ܈:
Y
֒࢘ʃરҚ
N
֒࢘રҚŊરҚỄಙʃᆙ
I
ʃરҚ֒࢘᱿⬚আⵒӠ
M
ʃરҚ֒࢘᱿ʑᕀⵒӠ
F
ʃરҚ֒࢘᱿ὉⵒӠ

<abbr> (abbreviation Ⅷ૯)
ծؐ˶̬ഐೣ᱿Ⅷ૯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Type
ᐻ⥆≛˫רᮢ᱿Ӡㆩᅞᘍ૽Ⅷ૯ഐೣӠㆩȯ
଼ඖϊᛤ܈:
suspension
Хဏͧ⥱Ὁ᱿ɺΤɺΤ˫ʀ᱿ᕒŊʏᯆҢ˟ⵒӠ᱿Ⅷ૯ഐೣȯ
contraction
ᯆ܈ᯍʑኽˀᕒ᱿Ⅷ૯ഐೣȯ
brevigraph
ծؐ᧚ᔢὪ⚦ᐻ⥆᱿Ⅷ૯ഐೣȯ
superscription
ծؐʀᐻᄽ᱿Ⅷ૯ഐೣȯ
acronym
Хծؐɺ⥱ᯍʑ㈪ᕒ᱿Ⅷ૯ഐೣȯ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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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ᅠㆊ⺔ờك᱿Ⅷ૯ (Dr, Ms, Mr, …)ȯ
organization
ᮢᅠᑨᐉߨ㋤ờ᱿Ⅷ૯ȯ
geographic
ᮢᅠ߸ờ᱿Ⅷ૯ȯ

a

Examples:
<abbr>SPQR</abbr>
<choice> <abbr>SPQR</abbr>
<expan>senatus populusque romanorum</expan>
</choice>

<abbr>ռञ</abbr>
<choice> <abbr>ռञ</abbr>
<expan>ռˊञણ</expan> </choice>

<accMat> (accompanying material ̔ら⫏ᅆ)
ծؐ⥿⎞⋱ר༆ợ〦ӡ᱿⸅⣬えԽ⫏ᅆʠ₳ῃŊ͛ॖᆹቅ᱿ᄽ˴ᆯ߱ᅽቅ⎞༆ợ⡶⤶
ɺ⬚᱿ᦸᕀ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accMat>A copy of a tax form from 1947 is
<accMat>ሷ 1947 ౺᱿ề܈ɺ⎞ᔍΒ˴
included in the envelope with the letter. It is not
ᄍᅠΒૺ⡹Ŋʃ܈᩸Ӡㆩȯ</accMat>
catalogued separately.</accMat>
<acquisition>
ծؐ˶̬ဎⲩඖҢ˟⫏⤻Ŋ〦ᅠ༆ợ༆ợⵒӠⳖҘΎᾷᑨᐉ᱿⳧Ễȯ
Module: msdescription
<acquisition>1998  ڣ9 ሶ 30 ᅺŊ<name
Example:
type="institution">CBETA</name> ⎞
<acquisition>Left to the <name
type="place">Bodleian</name> by <name
<name type="institution">ᅺञ♀ӛᦹዳೣሳ
type="person">Richard Rawlinson</name> in
ḽ</name>
1755. </acquisition>
‘₎࿙ᓏ͐ᮢȯ</acquisition>
<activity>
ծؐ ᵬᔌೣ᱿ᄽŊဎⲩɺΤଃ⥾≛⎞אぜʴ⦦⥾˫कҢ˟⋱ר᱿Ւ̳ȯ
Module: corpus
Example: <activity>driving</activity>
<activity>㉕㉚</activity>
<actor> (actor រ)ڂ
⤑⏨܈ʑ᱿រڂȯ
Module: drama
Example:
<castItem> <role>Mathias</role>
<roleDesc>the Burgomaster</roleDesc>
<actor>Mr. Henry Irving</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ጧୀ̑</role>
<roleDesc>Ἡሬᮝ</roleDesc>
<actor>ӈᘘ</actor> </castItem>
(ヅഛȳጧୀ̑⎞ṗשȴŊ⎡ᦹ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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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addition တҘ)
ծ᮫̳ؐ≛Ȯ༯૯≛Ȯ⥘⤟≛Ȯሩᔌ≛߱ᄽʑတҘ᱿ᕒȮ܈⥱എ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place
-တҘ᱿ҙૌᆯ૯߱ᄽʀŊԅ྆ᆙတҘ᱿̤⇦ȯ
଼ඖϊᛤ܈:
inline
(တҘ᱿ҙૌ̤ᅠ૯ʠԊ༯૯≛ᮽἇ᱿߸ᅞ)
supralinear
(တҘ᱿ҙૌ̤ᅠ⠗᱿ʀᅞ)
infralinear
(တҘ᱿ҙૌ̤ᅠ⠗᱿ʁᅞ)
left
(တҘ᱿ҙૌ̤ᅠㅪఢᅞἇᱺ⚠)
right
(တҘ᱿ҙૌ̤ᅠㅪᅞἇᱺ⚠)
top
(တҘ᱿ҙૌ̤ᅠㅪ㈪ἇᱺ⚠)
bottom
(တҘ᱿ҙૌ̤ᅠㅪଜἇᱺ⚠)
opposite
(တҘ᱿ҙૌ̤ᅠଃㅪㅪㄇʀ)
verso
(တҘ᱿ҙૌ̤ᅠוㅪㅪㄇʀ)
mixed
(တҘ᱿ҙૌ̤߱⇦ὪɺΤ˫ʀҢ˟଼ඖϊ᱿ጻ˴
<additional>
ֈゝえԽ⫏⤻Ŋ༆ợ᱿ሬᲿ⫏⤻Ȯᆯ༆ợ᱿˩ሰԞŊծؐᾷ⠗ᄎ⫏⤻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additional> <adminInfo> <recordHist> <!-- ᒆ
<additional> <adminInfo> <recordHist> <!-ጊᔕ₊⻞ --></recordHist>
record history here --></recordHist>
<custodialHist> <!-- Ύᾷᔕ₊⻞
<custodialHist> <!-- custodial history here
--></custodialHist> </adminInfo>
--></custodialHist> </adminInfo>
<surrogates> <!-- ˩ᮢ⤻⫏ٴ
<surrogates> <!-- information about surrogates
--></surrogates>
here --></surrogates>
<listBibl> <!-- full bibliography here --></listBibl> <listBibl> <!-- રᄮ≙אሬᲿ --></listBibl>
</additional>
</additional>
<additions>
ծؐ༆ợʑ˶̬⸅⣬࣑ᛟᄽ᱿ဎⲩŊ͛ॖᅣ⥘Ң˟⥘⸃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additions> <p>ῇ᱿࿌҇⦝׆ᣅ: <q
<additions> <p>There are several marginalia
xml:lang="czech">pabitele</q>(ఫᕗ˩ᦲ)Ŋᆯ
in this manuscript. Some consist of single
<q xml:lang="czech">pabitel</q>(ఫᕗ˩ᦲ)᱿⢒
characters and others are figurative. On 8v is to
ᄲȯPabitel ᆯ̳≛ᣅᏕ˟ଅ⦦ʑɺỚ᧚ᔢː
be found a drawing of a mans head wear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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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 At times sentences occurs: On 5v: <q
xml:lang="is">Her er skrif andres
isslendin</q>, on 19r: <q xml:lang="is">þeim
go</q>, on 21r: <q xml:lang="is">amen med
aund ok munn halla rei knar hofud summu all
huad batar þad mælgi ok mal</q>, On 21v:
some runic letters and the sentence <q
xml:lang="la">aue maria gracia plena
dominus</q>.</p> </additions>

ഐ⩽≟ᮝⳍӛ͗᱿ɺΤ߱˶̬࿌҇⦝⥱Ҥʑⵣ༪
ʃӷ᱿ᅘ⥱ȯᄽ⨿≛ᓏʈ૽Ң⨿ໞȵʑ㌸᱿ː
Ωȶȯ </p> </additions>
(⬐ཚఫᦲŊȱʑ㌸᱿ːΩȲŊȳʑ㌸᱿ːΩȴŊ
שռŘञ࢘Ŋ2006Ŋㅪ 7ȯ)

<addName> (additional name えԽờ)
えԽ᱿ờŊ͛ॖℙ⚦Ȯờ⚦ȮӲŊᆯ߱ːʑӛ᱿Ң˟ဎⲩඖⲆȯ
Module: namesdates
<persName> <forename>ᄎ</forename>
Example: <persName>
<surname></surname>
<forename>Frederick</forename>
<addName type="epithet">⬰ᄎ
<addName type="epithet">the Great</addName>
</addName>
<roleName>Emperor of Prussia</roleName>
<roleName>Ằআᲁ</roleName>
</persName>
</persName>
<address>
ծؐӛᦹ≛ȮᑨᐉȮᆯΤː᱿ⵞ߸߽Ң˟߸߽ȯ
Module: core
<address> <street>ⴭ劷⭰ 220 㢆</street>
Examples: <address> <street>via Marsala
<postCode>200433</postCode>
24</street>
<postCode>40126</postCode>
<name>ʀᙹఱ</name>
<name>Bologna</name>
<name n="I">ʑⓧːᖁҠُߡ</name>
<name n="I">Italy</name> </address>
</address>
<address> <addrLine>ᗤ᮪</addrLine>
<address> <addrLine>Computing Center, MC
<addrLine>ᅘ᮹</addrLine>
135</addrLine>
<addrLine>P.O. Box 6998</addrLine>
<addrLine>㈭ᛸ᧚Ӳ⠗ᄎ֒</addrLine>
<addrLine>Chicago, IL 60680</addrLine>
<addrLine>ʑⓧːᖁҠُߡ</addrLine>
<addrLine>USA</addrLine> </address>
</address>
<addrLine>
ծؐⵞ߸߽Ң˟߸߽Ң᱿ɺ⠗ȯ
Module: core
Example: <address> <addrLine>Computing Center, MC
135</addrLine>
<addrLine>P.O. Box 6998</addrLine>
<addrLine>Chicago, IL</addrLine>
<addrLine>60680 USA</addrLine> </address>

<addSpan> (added span of text ԽҘ᱿ᄽᕀ)

<address> <addrLine> 276 ⚦ 4 ᐵ
</addrLine>
<addrLine>҆ᆙ⭰</addrLine>
<addrLine>ռ༼֒Ŋשռఱ
11246</addrLine>
<addrLine>שᢕŊʑⓧᖁߡ</addrLine>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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ᐻ⥆᮫̳≛Ȯ༯૯≛Ȯ⥘⤟≛ሩᔌ≛ԽҘ᱿ⰱⳐ↲ᄽʠὉ ( ᤫאadd) ȯ
Module: transcr
<adminInfo>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ᄎ⫏⤻)
ծؐ༆ợ߱᱿Ύᾷ⎞רӴᮢඖ⫏⤻Ŋʬծؐ⯿᱿₊⻞ဎⲩ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adminInfo> <recordHist>
<source>Record created <date>1 Aug
<adminInfo> <recordHist> <source>₊⻞Ἴᅠ
2004</date></source> </recordHist>
<date>2004 ౺ 8 ሶ 1 ᅺ</date></source>
<availability> <p>Until 2015 permission to
</recordHist>
photocopy some materials from this collection has
been limit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donor. Please ask <availability> <p>2015 ౺˫ԊŊ⫾⎞ᔍሬ
repository staff for detail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าŊʃവ≒֬ȯଃҙૌሷ⎟⬶Ŋ⦼ᙛ♀
obtaining photocopies from Series 1:
ሬ̤܈ȯ</p> </availability>
Correspondence.</p> </availability>
<custodialHist> <p>ᔍᄇ♀ 1993 ౺ྶ⫾ᅠᄑૅ
<custodialHist> <p>Collection donated to the
Manuscript Library by the Estate of Edgar Holden in ֢ずȯ⫾⎞ℶ⚦Ř1993-034ȯ</p>
</custodialHist> </adminInfo>
1993. Donor number: 1993-034.</p>
</custodialHist> </adminInfo>
<affiliation> (affiliation を଼ߨ㋤)
ծؐᔌೣඖ᱿ဎⲩŊ〦ᅠΤː߱⳧を଼᱿ߨ㋤Ŋ͛ॖゞʙ⬀Հ≛ȯ
Module: namesdates
Example: <affiliation>Junior project officer for the
<affiliation><name type="org">ߡもᩡઈሳ
US <name type="org">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name>שᢕ֒Ჶʶ </affiliation>
Humanities</name> </affiliation> <affiliation
notAfter="1960-01-01"
<affiliation notAfter="1960-01-01"
notBefore="1957-02-28">Paid up member of the
notBefore="1957-02-28"> <orgName>᠑ᙐ⥆
<orgName>Australian Journalists
≛֠ሳ</orgName>᱿ˡ⫄ሳ<ڂ/affiliation>
Association</orgName></affiliation>
<age>
ᐻᆙΤː᱿౺㕤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value
ဏͧɺΤ˩⠧⥿౺㕤౺㕤ଶ᱿ᄲ˩ᷪ
Example: <age value="2" notAfter="1986">under
20 in the early eighties</age>

<age value="2" notAfter="1986">߱ҜϤ౺˩
ᅽቅʃӷʷ֓ᔓ</age>

<alt> (alternation ሰဘ)
ᐻᆙɺΤሰဘŊᆯҀ₪ᕀ┛ʠ⿵᱿ɺʃⴆႹȯ
Module: linking
Attributes:
targets
ᐻᆙሰဘҀ₪ᕀ┛᱿⨯ӲὪᷪȯ
(˶̬ᐻᆙ᱿଼ඖϊൕㅱُ߱ᄽ˴ʑҢ˟Ҁ₪͐ᮢ᱿଼ඖ xml:id ᱿଼ඖϊ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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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ᆙ߱ᔍゝʑ᱿ሰဘ˴ᆯڱɺ᱿ⳇᮢ᱿ȯ
଼ඖϊᛤ܈:
excl
ሰဘ˴ᆯڱɺ᱿Ŋ͛ॖሱघףӛɺΤሰဘȯ
incl
ሰဘ˴ʃᆯڱɺ᱿Ŋ͛ॖӛɺΤघΤሰဘȯ
weights
଼ඖ mode ᱿଼ඖϊᆯ exclŊԅᕓΤ weight ᲀ⠧ᆙଃະሰဘ᱿⋱רඖȯ଼ඖ mode ᱿଼ඖϊ
ᆯ inclŊԅᕓΤ weight ᲀ⠧ᆙŊ߱⎏ଇɺΤҢ˟ሰဘએ߱᱿ԊဏʁŊଃະሰဘ᱿⋱רඖ
(⋱רϊߣഺ 0 ӷ 1 ᱿Ӭ⠧Ŋʑ⿵˫ἇᱺ⼫ぽȯ)
Example: <alt mode="excl" targets="#we.fun
<alt mode="excl" targets="#we.fun #we.sun"
#we.sun" weights="0.5 0.5"/>
weights="0.5 0.5"/>
<altGrp> (alternation group ሰဘ∌)
ֈゝɺ∌ሰဘҀ₪ُ྆⋱רᐻȯ
Module: linking
Attributes:
mode
⦦ᆙ߱ᔍゝʑ᱿ሰဘ˴ᆯ૾ሷ᱿ⳇᮢ᱿ȯ
଼ඖϊᛤ܈:
excl
ሰဘ˴ᆯ૾ሷ᱿Ŋ͛ॖሱघףӛɺΤሰဘȯ
incl
ሰဘ˴ʃᆯ૾ሷ᱿Ŋ͛ॖӛɺΤघΤሰဘȯ
Examples: <altGrp mode="excl"> <alt
<altGrp mode="excl"> <alt targets="#dm #lt
targets="#dm #lt #bb" weights="0.5 0.25
#bb" weights="0.5 0.25 0.25"/>
0.25"/>
<alt targets="#rl #db" weights="0.5 0.5"/>
<alt targets="#rl #db" weights="0.5 0.5"/>
</altGrp>
</altGrp>
<altGrp mode="incl"> <alt targets="#dm #rl"
<altGrp mode="incl"> <alt targets="#dm #rl"
weights="0.90 0.90"/>
weights="0.90 0.90"/>
<alt targets="#lt #rl" weights="0.5 0.5"/>
<alt targets="#lt #rl" weights="0.5 0.5"/>
<alt targets="#bb #rl" weights="0.5 0.5"/>
<alt targets="#bb #rl" weights="0.5 0.5"/>
<alt targets="#dm #db" weights="0.10 0.10"/>
<alt targets="#dm #db" weights="0.10 0.10"/>
<alt targets="#lt #db" weights="0.45 0.90"/>
<alt targets="#lt #db" weights="0.45 0.90"/>
<alt targets="#bb #db" weights="0.45 0.90"/>
<alt targets="#bb #db" weights="0.45 0.90"/>
</altGrp>
</altGrp>
<altIdent>
ᐻ⦒ᮢנɺỚ⦝⤵͗⠧ḻ᱿ XML Ҁ₪ȮҀ₪ゝȮ଼ඖᾀ᱿ờȯ
Module: core
Example: <altIdent
<altIdent xml:lang="fr">balisageDoc</altIdent>
xml:lang="fr">balisageDoc</altIdent>
<altIdentifier> (alternative identifier ሰဘ⨯ӲὪᷪ)
ծؐ༆ợʑ᱿ɺΤሰဘ҅Ԋ͐ᮢ᱿⨯ӲὪᷪŊ͛ॖ҅Ԋ᱿Ӡㆩᷪ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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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altIdentifier> <settlement>San
Marino</settlement>
<repository>Huntington Library</repository>
<idno>MS.El.26.C.9</idno> </altIdentifier>

<altIdentifier> <settlement>שռఱʑᔌ֒
</settlement>
<repository>ߡἼᔕ֢㈀</repository>
<idno>MS.El.26.C.9</idno> </altIdentifier>

<analytic> (analytic level ӠኔଶሬᲿ)
ծؐኽɺㅮᲿ (͛ॖ⥸ᄽὁ) ᱿ሬᲿҀ₪Ŋ⥿ㅮᲿʏ᩸ἼӛᦹٴŊ≟ᆯӤᱸ߱૾㆛┮̳ᆯቅ
Ӥᯍʑȯ
Module: core
<anchor> (anchor point 㔄)
߱ᄽ˴ʑኽɺ̤⇦えʀ⨯ӲὪᷪŊᤀ⧄⥿̤⇦ᆯ؋ὪɺΤᄽඖҀ₪ȯ
Module: linking
<s>ᔍ㔄྆<Ⳇanchor xml:id="A234"/>⡹
Example: <s>The anchor is he<anchor
xml:id="A234"/>re somewhere.</s> <s>Help me </s>
find it.<ptr target="#A234"/></s>
<s>⦼၃ଁᔍ⚠<ptr target="#A234"/></s>
<app> (apparatus entry ણ⠛ℶⱓ⥘⤟ㅮᲿ)
ɺㅮણ⠛ℶⱓ⥘⤟ŊҙؐɺΤʃൕЈʙ㆛˫⎏דଇɺΤଃະȯ
Module: textcrit
Attributes:
Type
Ӵᮢ⳺᱿Ӡㆩᘍ૽ᔍҀ₪ᐻ⥆᱿⩐ᯌӠㆩȯ
(˶̬᱿ᄝⲩඖᄽŊဎⲩ⩐ᯌ᱿Ễಙ (͛ॖȮ⥱Ȯᐻ㔄Ὢ⚦ᾀȯ)Ȯᄽ˴⥫⧄⸅⣬ඖ (͛ॖ
⸅⣬Ȯᓝ⣬Ȯʃᆙ)Ȯ⩐ᯌඖ⫨⤟׆ԅ(͛ॖ lectio difficiliorȮusus auctoris ᾀȯ))
from
ൕ⣬ᗼʁŊ྆ӛࡣḞᄽ˴ʑ⥿ʙ㆛᱿Ὁȯ(˶̬ሷᄓ⨯ӲὪᷪ)
to
ൕ⣬ᗼʁŊ྆ӛࡣḞᄽ˴ʑ⥿ʙ㆛᱿ଜȯ(˶̬ሷᄓ⨯ӲὪᷪ)
loc
͐ᮢણ⠛ℶⱓ⥘⤟ᐻ⥆᱿̤⇦ⲄᤫאᘍᆹŊ྆ӛ⩐ᯌ᱿̤⇦ȯ(ծؐɺΤᐻᤫא᱿ʕŊ⠧ḻ⩐
ᯌ᱿ᕀ┛ȯ)
<arc>
ᐻ⥆ɺጻೲℬŊ֯ᣅߧഐʑῃ㔄⎞ῃ㔄ʠ⿵᱿Ⳑℬȯ
Module: nets
Attributes:
from
ⶑ⎊⥿ℬⴗ᱿ῃ㔄᱿⨯ӲὪᷪȯ(ɺΤῃ㔄᱿⨯ӲὪᷪȯ
to
ⶑ⎏⥿ℬⴗ᱿ῃ㔄᱿⨯ӲὪᷪȯ(ɺΤῃ㔄᱿⨯ӲὪᷪȯ)
<arc from="#T3" to="#T3">
Example: <arc from="#T3" to="#T3">
<label>OLD</label>
<label>OLD</label>
<label>VIEUX</label> </arc>
<label>౺≘</label> </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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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ment>
⣳ԅӬ⠧ᄽᄝⲩŊ⦦ᆙᄽӠᕀҙૌծؐ᱿ʙ㆛ȯ
Module: textstructure
<argument> <p>⎊ໟ⎞˟≛᱿〦— Τ㋤
Example: <argument> <p>Monte Video —
Maldonado — Excursion to R Polanco — Lazo and
ඖએ߱—Ҡሷඖ—˅ᙟඖ—ᆹඖ— ⪸˶/
Bolas — Partridges — Absence of Trees —
ߊະඖ—ˇᔍˇഢ—̷ʑሷໟȮໟʑሷ̷—
Deer — Capybara, or River Hog — Tucutuco —
ᆹҠએ——ᔍ֯ഢ—̷ᔘໟᙙ—⣶ࡍԘ
Molothrus, cuckoo-like habits — Tyrant
ㇷ—क߱ඖ—⬢߱ඖ</p> </argument>
Flycatcher — Mocking-bird — Carrion Hawks —
(ನŊȳଃ⥾᱿⊖܂Řఫ⬐ᖡᄽջ⧄ⲩ⥫ȴŊ
Tubes formed by Lightning — House struck</p>
</argument>
שռŘ㓤᮪Ŋ2005Ŋㅪ 20-23ȯ)
<att> (attribute ଼ඖ)
ծؐ߱Ⳑ↲ᄽʑӛ᱿଼ඖờ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scheme
ဏͧ⥿ᐻʠ⨯ӲὪᷪŊᔍờહ∑ᅠ⥿ᐻʑȯ
଼ඖϊᛤ܈:
TEI
ᔍ଼ඖᣅ TEI ᐻ᱿ɺⵒ˷ȯ
DBK
ᔍ଼ඖᣅ Docbook ᐻ᱿ɺⵒ˷ȯ
XX
ᔍ଼ඖ଼᱿ᐻʃᆙȯ
Example: <p>The TEI defines six
<p>TEI હ∑ҞΤ<soCalled>global</soCalled>
<soCalled>global</soCalled> attributes; their
଼ඖŊծŘ
names are
<att>xml:id</att>,
<att>xml:id</att>,
<att>rend</att>,
<att>rend</att>,
<att>xml:lang</att>,
<att>xml:lang</att>,
<att>n</att>,
<att>n</att>,
<att>xml:space</att>, and
<att>xml:space</att>, ُ
<att>xml:base</att>;
<att>xml:base</att>;
<att scheme="XX">style</att> is not among
<att scheme="XX">style</att> ʃ߱Ңʑȯ</p>
them.</p>
<attDef> (attribute definition ଼ඖહ∑)
ծؐ܈ɺ଼ඖ᱿હ∑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usage
⦦ᆙ଼ඖҀ₪᱿ൕЈඖȯ
଼ඖϊᛤ܈:
req
ൕㅱ͐ᮢ
mwa
⳺᱿ᗼʁൕㅱ͐ᮢ
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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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wa
⳺᱿ᗼʁ⩀͐ᮢ
opt
ʃൕЈ
ns
྆ᆙ⥿଼ඖ଼᱿ờἇ⿵ȯ
Example: <attDef usage="rec" ident="type">
<desc>specifies a name conventionally used for this
level of subdivision, e.g. <val>act</val>,
<val>volume</val>, <val>book</val>,
<val>section</val>, <val>canto</val>,
etc.</desc> </attDef>

<attDef usage="rec" ident="type"> <desc>ң㋤
྆હ͛ʀ͐ᮢ᱿ӠⵒờŊ͛ॖŘ <val>ౡ
</val>, <val>ֱ</val>,
<val>ҩ</val>, <val>ῃ</val>, <val>ῇὁ
</val>, ᾀȯ</desc> </attDef>

<attList>
ծؐሷُᔍҀ₪〦᱿଼ඖ⥆⻞Ŋ͐ᮢɺⳐʕ᱿Ҁ₪ attDef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org
ᐻᆙᆯ؋Ӭ⠧ʑ᱿Қⵒ଼ඖᲀ͐רᮢ (org="group") ȮᆯХ͐רᮢҢʑɺΤ (org="choice")ȯ
଼ඖϊᛤ܈:
group
ゝ͐ᮢ
choice
Ⴙɺ͐ᮢ
<attList> <attDef ident="type" usage="opt">
Example: <attList> <attDef ident="type"
<equiv/>
usage="opt"> <equiv/>
<desc>type of schema</desc>
<desc>ᄽ˴ᑁࠣ᱿Ớㆩ</desc>
<datatype> <rng:ref
<datatype> <rng:ref
name="data.enumerated"/> </datatype>
name="data.enumerated"/> </datatype>
</attDef> </attList>
</attDef> </attList>
<attRef> (attribute pointer ଼ඖ྆ᐻ)
Ⳑӷ଼ඖ଼ඖ∌᱿હ∑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name
હ∑⥿଼ඖ᱿ᑁೣờ
Example: <attRef
name="att.global.attribute.xml:id"/>

<attRef name="att.global.attribute.xml:id"/>

<author>
߱ሬᲿᤫאʑŊծؐɺ˴̳ٴ᱿̳≛ (∌) Ŋᤀ⧄ᆯΤːᆯߨ㋤ඖ⫨řⳆʬᆯሬᲿㅮᲿ⪸˶
ᔖ଼᱿ʙ⣬づⲩȯ
Module: core
Example: <author>British Broadcasting
<author>ʑतᅺࢊ</author>
Corporation</author>
<author>ʑतⳇ⤻ḽ┷ʶ㈸ᆣ⸆</author>
<author>La Fayette, Marie Madeleine Pioche 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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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gne, comtesse de (1634–1693)</author>
<authority> (release authority ͧະᑨᐉ)
⦦ᆙぜʴӛᦹ≛ᱹ⠗≛ʠकŊ⪭⪸ဏͧヅઈᒆጊ᱿ΤːҢ˟⺨ۄ᱿ờ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authority>John Smith</authority>
<authority>㋧⠗Ϩ</authority>
<availability>
ဏͧ〦ᅠᄽ˴רӴᮢඖ᱿⫏⤻Ŋ͛ॖ͐ᮢᱹ⠗ʀ᱿˶̬くӼȮᦹᓏᨊ๗ᾀ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status
ဏͧɺΤ˩⚦Ŋᮢ͗ᷨ⦓ᄽ˴ᲿԊ᱿רӴᮢඖȯ
଼ඖϊᛤ܈:
free
ᄽ˴᱿רӴᮢඖʃטくȯ
unknown
ᄽ˴ᨊ๗ʃᆙȯ
restricted
ᄽ˴᱿רӴᮢඖטくӼȯ
Example: <availability status="restricted">
<availability status="restricted"> <p>Хͧણ⠛
<p>Available for academic research purposes
ᶇἄ͐ᮢ</p> </availability>
only.</p> </availability>
<availability status="free"> <p>In the public
<availability status="free"> <p>ᮢᅠҝҠㅽࡍ
domain</p> </availability>
</p> </availability>
<availability status="restricted"> <p>Available
<availability status="restricted"> <p>トᖣӛ
under licence from the publishers.</p>
ᦹۄ࿙ᓏ</p> </availability>
</availability>
<back> (back matter ᔌᄽര⫏⤻)
߱ᔌᄽʠരŊծؐえ⻞ᾀȯ
Module: textstructure
Example: <back> <div1 type="appendix">
<head>The Golden Dream or, the Ingenuous
Confession</head>
<p>To shew the Depravity of human Nature </p>
</div1>
<div1 type="epistle"> <head>A letter from the
Printer, which he desires may be inserted</head>
<salute>Sir.</salute>
<p>I have done with your Copy, so you may return
it to the Vatican, if you please </p> </div1>
<div1 type="advert"> <head>The Books usually
read by the Scholars of Mrs Two-Shoes are these
and are sold at Mr Newbery's at the Bible and Sun
in St Paul's Church-yard.</head>
<list> <item n="1">The Christmas Box, Price
1d.</item>
<item n="2">The History of Giles Gingerbread,

<back> <div1 type="appendix"> <head>⎔ᢕ
˩⥸ᓵ⫏றഎℶ</head>
<p>˩⥸ᓵὮɺべᕀ</p> </div1>
<div1 type="epistle"> <head>ᱺ҅Ս⎐䁓ೱ
ड</head>
<salute>෨॑Ŋ</salute>
<p>෨᱿Ԟໟ͐ᮢરᯃŊ˫רᔖⴒʴŊ㓮
෨ȯ</p> </div1>
<div1 type="advert"> <head>⧄ᄽဏד᱿૾
ሬŊרᅠשᢕ׳ञሬಐ⥴⫵⤶ۊȯ</head>
<list> <item n="1">づ␖ᆙȳ⥸⎞૪ȴŊקשŘ
ᙈŊ1983ȯ</item>
<item n="2">डȳ⥸ːʠ⽷ȴŊקשŘञᏈŊ
1969ȯ</ite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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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tem>
<item n="42">A Curious Collection of Travels,
selected from the Writers of all Nations, 10 Vol, Pr.
bound 1l.</item> </list> </div1>
<div1 type="advert"> <head><hi
rend="center">By the KING's Royal Patent,</hi>
Are sold by J. NEWBERY, at the Bible and Sun in St.
Paul's Church-Yard.</head>
<list> <item n="1">Dr. James's Powders for
Fevers, the Small-Pox, Measles, Colds, &c. 2s.
6d</item>
<item n="2">Dr. Hooper's Female Pills, 1s.</item>
</list> </div1> </back>

<item n="42">ಽᣀฒȳߊㆰ˩ȴŊקשŘ㓤
᮪Ŋ1994ȯ</item> </list> </div1>
<div1 type="advert"> <head><hi
rend="center">⥸ゝȮ⥸ⴆ</hi>ʬרᅠℐ⭰ሬ
ಐ⫵വȯ</head>
<list> <item n="1">̰҆ʑȳटᆣȴŊקשŘ
ᙈŊ1976ȯ</item>
<item n="2">ౌ╼┮ȳᤀ᱿ヾᆨȴŊקשŊ
ञ߸Ŋ1983ȯ</item> </list> </div1> </back>
(づᄎഒŊȱര⎔ᢕ˩⥸⧄ᶇἄȲŊ
2007ȯ)

<bibl> (bibliographic citation ሬᲿ⫏ᅆ)
ծؐᐉダᄣ᱿ሬᲿ⫏ᅆŊҢʑᓝ⣬Ҁ˴ʃɺહሳᆙᷨᐻ⥆ȯ
Module: core
Examples: <bibl>Blain, Clements and Grundy:
<bibl>◳ҡŊȳṘ⥾ણ೧⧄ȴȯשռŘᄽᙄŊ
Feminist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Yale,
2001ȯ</bibl>
1990)</bibl>
<bibl><title level="a">ໟ᱿ഺഛ⳧</title>ȯ
<bibl><title level="a">The Interesting story of the
ᄇ⻞ᅠ
Children in the Wood</title>. In <author>Victor E
<author>᪗ឤρ</author>Ŋ<title>ʑߡᤀ⊖ヅ
Neuberg</author>,
<title>The Penny Histories</title>.
ഛ</title>.
<publisher>OUP</publisher>
<publisher>ռˊŘʑߡヅഛ</publisher>
<date>1968</date>. </bibl>
<date>1996</date>ȯ</bibl>
<biblFull>
ծؐᐉરᄮ᱿ሬᲿ⫏ᅆŊҢʑاӛ TEI ᒆጊဎⲩҙ᱿ሷҀ˴ȯ
Module: core
Example: <biblFull> <titleStmt> <title>The
<biblFull> <titleStmt> <title>Օ⦡⠧Ř૭⣶ര᱿
Feminist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women
writer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title> ᮝ<ل/title>
<author>Blain, Virginia</author>
<author>܆ᗶŌࠎₗȯ</author> </titleStmt>
<author>Clements, Patricia</author>
<editionStmt> <edition>שᢕ߸֒ⅺʑᦹ
<author>Grundy, Isobel</author> </titleStmt>
</edition> </editionStmt>
<editionStmt> <edition>UK edition</edition>
<extent>208 ㄇ</extent>
</editionStmt>
<publicationStmt> <publisher>⠗ːӛᦹḽ
<extent>1231 pp</extent>
</publisher>
<publicationStmt> <publisher>Yale University
Press</publisher>
<pubPlace>שռ</pubPlace>
<pubPlace>New Haven and London</pubPlace>
<date>2007</date> </publicationStmt>
<date>1990</date> </publicationStmt>
<sourceDesc> <p>⨿⎊ Errata: An Examined Life
<sourceDesc> <p>No source: this is an original
(1997)</p> </sourceDesc> </biblFull>
work</p> </sourceDesc> </bibl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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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Scope> (scope of citation ሬᲿ೧ᮢߣ)
ᐻᆙሬᲿ⤻⫏ᤫא᱿ߣŊ͛ॖᐻḻㅪᷪӬ⠧Ȯᆯኽ┮̳᱿Ӡᄄ̳ٴờ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type
ᐻᆙ⥿Ҁ₪⠧Ⳮ᱿⫏⤻ㆩࠣŊ͛ॖㅪȮ ҩȯ
଼ඖϊᛤ܈:
vol
⥿Ҁ₪ᐻ⥆᱿ҙૌᣅҩ⚦ȯ
issue
⥿Ҁ₪ᐻ⥆᱿ҙૌᣅɺቅӤ⚦ҩ⚦⎞ቅӤ⚦ȯ
pp
⥿Ҁ₪ᐻ⥆᱿ҙૌᣅɺㅪᄲㅪᄲߣȯ
cap
⥿Ҁ₪ᐻ⥆᱿ҙૌᣅὁῃ (ὁῃᄲُ / ὁῃờ) ȯ
part
⥿Ҁ₪ᐻᆙ᱿ҙૌᣅ܈ሬゝٴ̳᱿ɺⵒ˷ȯ
<biblScope>pp 12–34</biblScope>
Example: <biblScope>pp 12–34</biblScope>
<biblScope type="ҩ">II</biblScope>
<biblScope type="vol">II</biblScope>
<biblScope type="pp">12</biblScope>
<biblScope type="ㅪᄲ">12</biblScope>
<biblStruct> (structured bibliographic citation ᐉᓝ⣬ሬᲿ)
ծؐХӛઈῃ㔄᱿ᐉሬᲿ⫏ᅆŊʏ˫᧚હㅯاȯ
Module: core
Example: <biblStruct> <monogr> <author>Blain,
<biblStruct> <monogr> <author>᪗ञᆙ
Virginia</author>
</author>
<author>Clements, Patricia</author>
<author>ᄽट⠗</author>
<author>Grundy, Isobel</author>
<author>ಽҚˊ</author>
<title>The Feminist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women writer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title>༾ᄽ♊ࢊӤℶᲿഎℶ</title>
present</title>
<edition>Ӯᦹ</edition>
<edition>first edition</edition>
<imprint> <publisher>߈ఛḽሳẤણず
<imprint> <publisher>Yale University
</publisher>
Press</publisher>
<pubPlace>ໞⵣ</pubPlace>
<pubPlace>New Haven and London</pubPlace>
<date>1984</date> </imprint> </monogr>
<date>1990</date> </imprint> </monogr>
</biblStruct>
</biblStruct>
<bicond> (bi-conditional feature-structure constraint キጻ˴Լ⋱ᐉくӼ)
હ∑ɺΤキጻ˴Լ⋱ᐉくӼřኞُԊဏ⡕྆ᆙᣅԼ⋱ᐉԼ⋱ᐉ∌řқ≛ᲀծؐɺ
ΤᵧԼ⋱ᐉȮқ≛ᲀʃծؐŊԅኞὪトᖣȯ
Module: declarefs
<binary> (binary value ʷҀϊ)
⠧ḻԼ⋱ϊ₳ῃ᱿ϊⵒӠ⫏⤻ŊרծؐᷨӡқỚ⋱רϊʑ᱿ҢʑɺỚȯ
Module: iso-fs
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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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ဏͧɺΤʷҀϊȯ(⠧ḻʷҀϊ᱿ʕ (ᆯ؋Ȯ0  1))
Example:
<f name="strident"> <binary value="true"/>
<f name="strident"> <binary value="true"/>
</f>
</f>
<f name="exclusive"> <binary value="false"/>
<f name="exclusive"> <binary value="false"/>
</f>
</f>
<binaryObject>
ᐻ⥆ᮢ͗⠧ḻᄽʑߧᒆҢ˟ᒆጊ᱿ʷⳖ̤⫏ᅆ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width
ᒆጊㆴḻ᱿૰ಙ
height
ᒆጊㆴḻ᱿㋧ಙ
scale
ᮢ͗⦲ᄮᒆጊㆴḻञଅ᱿ᕗ͛ᄲ
mimeType
घᮢⳂℐ⭰ⵞ˴ೖ̖֠હ (MIME) (ᒆጊ⤟ᷪᆹहᮢ᱿घᮢⳂℐ⭰ⵞ˴ೖ̖֠હ (MIME))
encoding
ᐻ⥆⥿ʷⳖ̤⫏ᅆᆹ͐ᮢӷ᱿ℶᷪȯቍ᧚Ӳ྆ᆙŊԅϐહᣅ͐ᮢ Base64 ℶᷪ
<binding>
ɺΤ⡶⤶᱿ဎⲩŊ͛ॖ͐ᮢᅠ⥿༆ợ᱿ૺㄇㆩࠣȮૺㄇᾀȯ
Module: msdescription
Attributes:
contemporary
⦦ᆙ⡶⤶ُҢञⵒӠҙૌᆯ؋ӛᅠɺᆹቅȯ
Examples: <binding contemporary="true">
<binding contemporary="true"> <p>͐ᮢ⎞ҙૌ
<p>Contemporary blind stamped leather over
wooden boards with evidence of a fore edge clasp ᆹ˩᱿Თㄊծ⣰ቌᦹŊ⋍ㄇሷ˫Ԋℳ༗ઈ
༗̦᱿⭤⩽ȯ</p> </binding>
closing to the back cover.</p> </binding>
<bindingDesc> <binding contemporary="false">
<bindingDesc> <binding contemporary="false">
<p>Quarter bound by the Phillipps' binder,
<p> ͐ᮢ⎞ሬ૯᱿⪫┤ᆹ˩᱿ᑋጻྫྷ̦
Bretherton, with his sticker on the front
</p> </binding>
pastedown.</p> </binding>
<binding contemporary="false"> <p>Rebound by <binding contemporary="false"> <p>˫֓ʪʊ
₊᱿ʃᵧፕ↗⸅⃯ř⡢ӡⴗℳʏ⼐⸉</p>
an unknown 19th c. company; edges cropped and
</binding> </bindingDesc>
gilt.</p> </binding> </bindingDesc>
<bindingDesc>
ဎⲩ༆ợ߱⎞ʠԊ᱿⡶⤶Ŋ˫רᆯⳐ↲ඖ᱿ᄽᕀ┛ȮᆯɺⳐʕ૾ᮢ᱿ binding Ҁ₪ŊᕓΤ༆
ợ⡶⤶͐ᮢɺΤҀ₪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bindingDesc> <p>Sewing not visible;
<bindingDesc> <p>ҙकқଶኈ૽┤ؐप˫
tightly rebound over 19th-cent. pasteboards,
reusing panels of 16th-cent. brown leather with gilt രŊ˫⃦⫨€₱Ŋʏえʀᱺ⏨ⳭٻŊᤋര
tooling à la fanfare, Paris c. 1580-90, the centre of ˫㓳ℚ⠥ծ⢈ŊଔໞʴરᄮɺӜ᱿Ὴ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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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cover inlaid with a 17th-cent. oval medallion
of red morocco tooled in gilt (perhaps replacing
the identifying mark of a previous owner); the spine
similarly tooled, without raised bands or title-piece;
coloured endbands; the edges of the leaves and
boards gilt.Boxed.</p> </bindingDesc>

</bindingDesc>

<birth> (Birth details ӛᮝ₳ῃ)
ծؐΤː᱿ӛᮝ⫏⤻Ŋ͛ॖᅺቅ߸ד㔄ᾀ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date
྆ᆙӛᮝᅺቅŊ͐ᮢ W3C ᐻጁೣ (౺-ሶ-ᅺ) ȯ(߱ XML Schema Part 2: Datatypes Second Edition
ʑ྆હ᱿ጁೣʠɺȯ)
Examples:
<birth>ᅽᅠ 1920 ᱿ʀᙹẬ᮹</birth>
<birth>Before 1920, Midlands region.</birth>
<birth when="1960-12-10">In a small cottage
<birth when="1960-12-10"><date>1960 ౺ 12
near <name
ሶ 10 ᅺ</date>ᅽᇏŊ߱ɺΤㄅⲖ
type="place">Aix-la-Chapelle</name>, early in
<name type="place">㕻ୀૹ</name>᱿ଅ౹
the morning of
⡹</birth>
<date>10 Dec 1960</date> </birth>
<bloc> (bloc ߡ⊓Ჴ)
ծؐɺΤ߸ᄎᗶ֒ࡍờŊ᮫ɺΤघΤߡໞȯ
Module: namesdates
Example:
<bloc type="union">ᓿᲴ</bloc>
<bloc type="union">the European Union</bloc>
<bloc type="continent">ᙐ</bloc>
<bloc type="continent">Africa</bloc>
<body> (text body ᔌᄽ)
܈ῇᄽὁ᱿ᄮ㋤ⵒӠŊʃծؐᔌᄽԊדᔌᄽര⫏⤻ȯ
Module: textstructure
<broadcast> (broadcast ҝႩᄍ)
ဎⲩ⦦םᄽ᱿ҝႩⲶഛㅠ͗〦⫏⤻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broadcast> <bibl> <author>Radio
Trent</author>
<title>Gone Tomorrow</title>
<respStmt> <resp>Presenter</resp>
<name>Tim Maby</name> </respStmt>
<respStmt> <resp>Producer</resp>
<name>Mary Kerr</name> </respStmt>
<date when="1989-06-12T12:30:00">12 June
89, 1230 pm</date> </bibl> </broadcast>

<broadcast> <bibl> <author>ʑߡೊႩҝ
</author>
<title>㈸ʑ⦦׆㌦ᄑʶ</title>
<respStmt> <resp>ʙྃː</resp>
<name>㈸ʑ<׆/name> </respStmt>
<respStmt> <resp>ʙྃː</resp>
<name>՝␐</name> </respStmt>
<date when="1989-06-12T12:30:00">1989 ౺ 6
ሶ 12 ᅺ 1230 pm</date> </bibl> </broa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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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line>
ծ̳ؐٴ᱿ʙ⣬⪸˶づⲩŊӛ߱㆛ㅪ̳ٴㆊଜ⚠ȯ
Module: textstructure
Examples: <byline>Written by a CITIZEN who
<byline>᮫ɺΤρᄦ߭ᮝ߭᱿ఱᖁႫ૯Ŋ҅
continued all the while in London. Never made
Ԋቍሯӛᦹ⳧ȯ</byline>
publick before.</byline>
<byline>Written from her own
<byline>⻞⎊ॎ⎊న᱿ߊຣ⻞</byline>
MEMORANDUMS</byline>
<byline>By George Jones, Political Editor, in
<byline>͗⎊ⓧᲰㅺ᱿ᄎᗶℶⱓ܆ᗶŌ᭥ᅗ
Washington</byline>
</byline>
<dateline>⸅:</dateline>
<dateline>Zagreb:</dateline>
<byline>de notre envoyé spécial.</byline>
<byline>क˅͐ῃ૾ᮢ</byline>
<byline>BY <docAuthor>THOMAS
<byline>⎊⇾ߡڅρᕗˁञણ֢ं
PHILIPOTT,</docAuthor> Master of Arts, (Somtimes)
<docAuthor>⋟⳺</docAuthor></byline>
Of Clare-Hall in Cambridge.</byline>
<c> (character ᄽὪ⚦)
⠧ḻɺΤᄽὪ⚦ȯ
Module: analysis
Example: <c type="punctuation">?</c>

<c type="ᐻ㔄Ὢ⚦">?</c>

<caesura>
ᐻ⥆ㅥയ⥸⠗⋱ר⡕ᅜ᱿̤⇦ȯ
Module: verse
Example: <l>Hwæt we Gar-Dena <caesura/> in
gear-dagum</l>
<l>þeod-cyninga <caesura/> þrym
gefrunon,</l>
<l>hy ða æþelingas <caesura/> ellen
fremedon.</l>

<l>ኢ♐<caesura/>≘ᑋ<caesura/>ᆚ㏷</l>
<l>ଅᑙ<caesura/>ᙟᖛ<caesura/>ː</l>
<l><ⳬמcaesura/>⣫ㆺ
<caesura/>᱇㈸</l> <l>औぬ⣫ʁ<caesura/>
ᅜ⌷ː߱ट᚜</l>
(Ҁሧȯ㈸⎐ŊȳटᛍᗤŘẠඎȴȯ)

<camera>
ဎⲩヅഛ⣶Ԯʑჶഛᑨ᱿ኽ᧚હ⣶⤑⤐᳖⤑ಙȯ
Module: drama
Example: <view>George glances at the
<view>܆ᗶቃἜŊӉ̦ȯ <camera
window--and freezes. <camera type="cut">New
angle--shock cut</camera> Out the window the
type="cut">ᅘ⤑ಙ--shock cutņӐ̦Ň</camera>
body of a dead man suddenly slams into frame
Ἔकɺңଧ㋤Ἄᤋᶙᯉㄇ</view>
</view>
<caption>
ծؐا߱ଃᱺヅഛ⣶Ԯʑ᱿ౡҢ˟ᄽȯ
Module: drama
<camera>⽷ㆊཚⲖŊᯉㄇʀキ╾㈸Ⰷष㈿≟
Example: <camera>Zoom in to overlay showing
some stock film of hansom cabs galloping
ȯ</camera>
past</camera>
<caption>1895 ౺Ŋρᄦȯ</ca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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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ion>London, 1895.</caption>
<caption>The residence of Mr Oscar
Wilde.</caption>
<sound>Suitably classy music starts.</sound>
<view>Mix through to Wilde's drawing room. A
crowd of suitably dressed folk are engaged in
typically brilliant conversation, laughing affectedly
and drinking champagne.</view>
<sp> <speaker>Prince of Wales</speaker>
<p>My congratulations, Wilde. Your latest play is
a great success. </p> </sp>

<caption>᪗ᦲോ҅ᮝ᱿</caption>
<sound>আӲⅅ᱿ㅠᐪȯ</sound>
<view>ᯉㄇ➄ӷ᪗ᦲോ᱿ᯉાȯɺ∌ː⠥Ҵ
ᎸᎸȮ ㋧⦹〙⧄Ŋሷː༆ཱྀ㈭ᒛŊሷː໊ञ
ȯ</view>
<sp> <speaker>ᦲᅗ᪗ઈ</speaker>
<p>۹̷Ŋ᪗ᦲോȯ̷ሱⲖ᱿ԮᆯΤञໞ
Լȯ</p> </sp>

<case>
ծؐᄽᘍʀጁ᱿⫏⤻ȯ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entry> <form type="lemma"> <gramGrp>
<pos value="noun"/>
<gen value="n"/> </gramGrp>
<form type="determiner"> <orth>Das</orth> </form>
<form
type="headword"><orth>Evangelium</orth>,</form>
</form>
<form type="inflected"> <gramGrp> <case
value="genitiv"/>
<number value="singular"/> </gramGrp>
<form type="determiner"> <orth>des</orth> </form>
<form type="headword">
<orth><oVar>Evangelii</oVar>,</orth> </form>
</form> </entry>
<castGroup> (Cast list grouping ⤑⏨∌)
ֈゝ⤑⏨ᛤ܈ʑɺΤघΤ⤑⏨ㅮᲿҀ₪ȯ
Module: drama
Example: <castGroup rend="braced"> <castItem>
<role>Walter</role>
<actor>Mr Frank Hall</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Hans</role>
<actor>Mr F.W. Irish</actor> </castItem>
<roleDesc>friends of Mathias</roleDesc>
</castGroup>

ߌʑᄽᤀȵጁȶ᱿⩽Ŋᄑʃဏͧ͛ȯ

<castGroup rend="braced"> <castItem> <role>
Ễ❶⠥</role>
<actor>ߡᏳ</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ˢ</role>
<actor>ㄦ</actor> </castItem>
<roleDesc>׆ᆯॠॉŊരਨᕀଅᐵᣅॺ
</roleDesc> </castGroup>
(ヅഛȳヰ᪗ӲঠȴŊ1993 ౺ȯ)

<castItem> (Cast list item ⤑⏨ㅮᲿ)
ծؐ⤑⏨ᛤ܈ʑ᱿ɺΤㅮᲿŊဎⲩ܈ɺ⤑⏨ᤀ⏨⤑⥱ש᱿Ӭ⠧ȯ
Module: drama
Attributes:
type
⦦ᆙ⤑⏨ㅮᲿ᱿᧚ඖȯ
଼ඖϊᛤ܈: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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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ㅮᲿᣅ܈ɺ⤑⏨
list
⥿ㅮᲿᣅᤀ⏨⤑⥱ש᱿Ӭ⠧
Examples: <castItem> <role>Player</role>
<actor>Mr Milward</actor> </castItem>
<castItem type="list">Constables, Drawer, Turnkey,
etc.</castItem>

<castList> (cast list ⤑⏨ᛤ)܈
ծؐ܈ɺ⤑⏨܈ӛࢍːӬ⠧ȯ
Module: drama

Example: <castList> <castGroup> <head
rend="braced">Mendicants</head>
<castItem> <role>Aafaa</role>
<actor>Femi Johnson</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Blindman</role>
<actor>Femi Osofisan</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Goyi</role>
<actor>Wale Ogunyemi</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Cripple</role>
<actor>Tunji Oyelana</actor> </castItem>
</castGroup>
<castItem> <role>Si Bero</role>
<roleDesc>Sister to Dr Bero</roleDesc>
<actor>Deolo Adedoyin</actor> </castItem>
<castGroup> <head rend="braced">Two old
women</head>
<castItem> <role>Iya Agba</role>
<actor>Nguba Agolia</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Iya Mate</role>
<actor>Bopo George</actor> </castItem>
</castGroup>
<castItem> <role>Dr Bero</role>
<roleDesc>Specialist</roleDesc>
<actor>Nat Okoro</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Priest</role>
<actor>Gbenga Sonuga</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The old man</role>
<roleDesc>Bero's father</roleDesc>
<actor>Dapo Adelugba</actor> </castItem>
</castList>
<stage type="mix">The action takes place in and
around the home surgery of Dr Bero, lately returned
from the wars.</stage>

<castItem> <role>ᕀଅᐵ</role>
<actor>⩴ᕊ</actor> </castItem>
<castItem type="list">ߡᏳȮ⩴ᕊȮㄦ…
ᾀᾀ</castItem>
(ヅഛȳヰ᪗ӲঠȴŊ1993 ౺ȯ)

<castList> <castGroup> <head
rend="braced">Ꭻೖⱇ</head>
<castItem> <role>ଇ౺Ꭻೖⱇ</role>
<actor>ቦଇᆨ</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ʑ౺Ꭻೖⱇ</role>
<actor>شΒ␖</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ʑ౺Ꭻೖⱇ</role>
<actor>⨱</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౺Ꭻೖⱇ</role>
<actor>㈸Ⳑ⏦</actor> </castItem>
</castGroup>
<castItem> <role>⾪⽷ҝʙ</role>
<roleDesc>ⴊߡҝʙŊਨᎫೖⱇᣅॺ
</roleDesc>
<actor>ጪ⚄␖</actor> </castItem>
<castGroup> <head rend="braced">Ꭻҁ
೭</head>
<castItem> <role>Ꭻೖᆭ</role>
<actor>㈸Ჰ㕻</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ᎫશΎ</role>
<actor>ঔ।㈭</actor> </castItem>
</castGroup>
<castItem> <role>◳ठ</role>
<roleDesc>ⴊᇓશ≻യ⫡᱿ᲁ</roleDesc>
<actor>␀╼⑽</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߈डː</role>
<actor>㋧᪕ο</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ठ</role>
<roleDesc>Ꭻೖⱇ᱿ᕒ⤃</roleDesc>
<actor>㈸ṭ</actor> </castItem>
</castList>
<stage type="mix">ࢍᇓ˅ဘᅠⴊߡҙ⎞
㇓⚛યʠ⿵ȯ</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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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ˊԮȳ߈ⵀᕒȴŊ1947 ౺ጪ⚄␖រӛȯ)

<catchwords>
ဎⲩɺᯘሬㅪ⡶⤶ໞ༆༯ሬҩᆹŊᷨΎሬㅪㅯᤀ⦡᱿ᅞᘍŊⳇᆯӴᮢㅪ⌳᱿⥘⥆ȯ
Module: msdescription

<catDesc> (category description ㆩᲿဎⲩ)
ဎⲩӠㆩᘍʑᄽ˴ㆩࠣણʑ᱿ኽˀㆩᲿŊרᮢᵬᄽဎⲩ᱿ࠣೣŊᆯᮢ TEI ᔌೣҀ₪ textDesc 
͐ᮢ᱿ᨊᗼאᄲȯ
Module: header
Examples: <catDesc>Prose reportage</catDesc> <catDesc>ࢊᄽણ</catDesc>
<catDesc> <textDesc n="novel"> <channel
<catDesc> <textDesc n="novel"> <channel
mode="w">print; part issues</channel>
mode="w">ӛᦹٴř૾ⱓ</channel>
<constitution type="single"/>
<constitution type="single"/>
<derivation type="original"/>
<derivation type="original"/>
<domain type="art"/>
<domain type="art"/>
<factuality type="fiction"/>
<factuality type="fiction"/>
<interaction type="none"/>
<interaction type="none"/>
<preparedness type="prepared"/>
<preparedness type="prepared"/>
<purpose type="entertain" degree="high"/>
<purpose type="entertain" degree="high"/>
<purpose type="inform" degree="medium"/>
<purpose type="inform" degree="medium"/>
</textDesc> </catDesc>
</textDesc> </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ㆩᲿ)
߱͐ᮢ≛હ∑ʠӠㆩᘍᯍʑŊᔍҀ₪ծؐɺㅮΤӲ᱿ဎⲩඖㆩᲿŊ⥿ㆩᲿ̤⋱רᅠɺΤሩʀଶ᱿
ㆩᲿʠʑȯ
Module: header
Examples: <category xml:id="b1"> <catDesc>Prose <category xml:id="b1"> <catDesc>ࢊᄽણ
reportage</catDesc> </category>
</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2"> <catDesc>Prose
</catDesc>
<category xml:id="b11">
<category xml:id="b1"> <catDesc>ࢊᄽણ
<catDesc>reportage</catDesc> </category>
</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b12">
<catDesc>fiction</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catRef> (category reference ㆩᲿ)ᤫא
ᐻᆙ߱ኽӠㆩᘍᄽ˴ㆩࠣણʑŊɺΤघΤહ∑ʠㆩᲿ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target
ᐻᆙ〦᱿ㆩᲿȯ
((ɺⳐʕɺΤघΤ˫ἇᱺ⼫ぽŊʏ྆ㆩᲿҀ₪᱿྆ᐻ (⃥ɺ⫏⨯ӲὪ URIs) Ŋⳇ̤ᅠ TEI
ᐻㆊҙ᱿Ҁ₪ taxonomy 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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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
ᐻᆙ⥿ӠㆩከᐉŊҢʑ〦᱿ㆩᲿ∌⡕હ∑ȯ((רဏͧ〦⊓᱿Ҁ₪ taxonomy ʠ⨯ӲὪȯ))
Example: <catRef target="#news #prov #sales2"/> <catRef target="#news #prov #sales2"/>
<taxonomy> <category xml:id="news">
<taxonomy> <category xml:id="news">
<catDesc>ࢊ₣</catDesc> </category>
<catDesc>Newspapers</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prov"> <catDesc>Қ᱿
<category xml:id="prov">
</catDesc> </category>
<catDesc>Provincial</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sales2"> <catDesc>Low to
<category xml:id="sales2"> <catDesc>̥ᅠᕓ
average annual sales</catDesc> </category>
౺౹ࠀ⺨ڰ㆜</catDesc> </category>
</taxonomy>
</taxonomy>
<cb> (column break Ӡᕀ)
ᮢᐻᤫא₇⃥͗ᐻᆙᄽᕀ┛ʠ⿵᱿Ӡ᮹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ed
྆ӛ⥿Ӡᕀ̤ᅠڊɺᦹȯ(Ⳑ↲᱿ʕřⳇᆯᮢᕒُᄲὪ⚦͗ᐻḻᦹȯ)
<cell>
ծؐ⠧ጁʑ᱿ɺΤѲએጁȯ
Module: figures
Example: <row> <cell role="label">General
conduct</cell>
<cell role="data">Not satisfactory, on account of
his great unpunctuality and inattention to
duties</cell> </row>

<row> <cell role="label">డ̳⥫ъ</cell>
<cell role="data">ʃដาřߌᣅడ̳སೖȮ⁏
ൔȯ</cell> </row>

<certainty>
྆ӛᐻ⥆ᄽኽˀⵒӠ᱿ᷨહʃᷨહ᱿Ễಙȯ
Module: certainty
Attributes:
target
྆ӛʃᷨહᐻ⥆᱿Ҁ₪ȯ(ɺΤघΤ⃥ɺ⫏⨯ӲὪᷪ (URIs)Ŋʑ⿵ᮢἇᱺ⼫ぽȯ)
locus
྆ӛʃᷨહᐻ⥆᱿ᷨӡ̤⇦ŘҀ₪᱿ະᮢඖȮআᐻ ታᐻ ᱿ᷨӡ̤⇦Ȯ᧚હ଼ඖ᱿଼ඖ
ϊᾀȯ
଼ඖϊᛤ܈:
gi
ʃᷨહ͐ᮢ᱿Ҁ₪ᆯ؋⳺ᮢ߱⥿ᕀ┛ȯ
startloc
⬚আᐻ ʬ⥓⡕⼂⇦ȯ
endloc
ታᐻ ʬ⥓⡕⼂⇦ȯ
location
⬚আᐻ ⎞ታᐻ ʬ⥓ⵣ⡕⼂⇦ȯ
attrName
ʃᷨહ⥿଼ඖờ͐ᮢ᱿଼ඖϊ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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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bedContent
Ⱨ⻞߱Ҁ₪⡹᱿ҙૌʬ⥓ُ͗ᄽʃὪȯ
suppliedContent
ᐻ⥆≛ဏͧ᱿Ҁ₪ҙૌʬ⥓ሷ⦡Ŋ͛ॖ߱Ҁ₪ corr ُҀ₪ abbrev ӛ᱿ᗼȯ
assertedValue
ဏͧɺΤሰ˩଼ඖϊ⃛྆હᐻ⥆ⵒӠ—ɺΤሰ˩᱿ㆩᲿ⨯ӲὪᷪȮⱧ⻞Ȯ଼ඖϊŊᆯҀ₪
anchor (ᮢ͗྆ӛɺΤሰ˩᱿আታ̤⇦) ᱿⨯ӲὪᷪȯ͐ᮢ଼ඖ assertedValueŊԅ଼ඖ
degree ʑ྆ӛ᱿ᷨહỄಙ⳺ᮢᅠ଼ඖ assertedValue ྆ᆙ᱿ሰ˩ᐻ⥆řᤀ͐ᮢŊԅᷨહỄಙ⳺
ᮢᅠᄽʑ᱿ᐻ⥆ȯ
(ㆩᲿ⨯ӲὪᷪȮ଼ඖϊȮ̤⇦ (͛ॖ͐ᮢɺΤ྆ᤫאҀ₪ anchor Ҁ₪ ptrȯ)ȮҢ˟⳺᱿
ሰ˩ϊȯ)
given
྆ӛ߱⥫̒ᷨહỄಙᆹ⥑บ᱿ᗼȯ(ɺΤ྆ḻὪ⚦ŊⳐӷ⥫̒ᷨહỄಙᆹ⥑บᗼ᱿ဎⲩȯ)
degree
྆ӛ଼ඖ locus ྆હ᱿ᐻ⥆ⵒӠʠᷨહỄಙȯ
҅ᮝ᳖<persName xml:id="JZZ">ᖶઈ∻
Examples: Elizabeth went to <persName
xml:id="ESX">Essex</persName>
</persName>ⴗሷˑ㓯ᙙՒȯ
<certainty target="#ESX" locus="gi"
<certainty target="#JZZ" locus="gi"
degree="0.6"/>
degree="0.6"/>
<certainty target="#ESX" locus="gi"
<certainty target="#JZZ" locus="gi"
assertedValue="place" degree="0.2"/>
assertedValue="placeName" degree="0.4"/>
᪗҅ᮝ༪ӷ<anchor xml:id="A1"/>ଅ
Earnest went to <anchor xml:id="A1"/> old
<persName xml:id="lin">ኚ</persName>Ŋ
<persName xml:id="SYB">Saybrook</persName>.
ՒᏎʴȯ
<certainty xml:id="c1" target="#SYB" locus="gi"
<certainty xml:id="c1" target="#lin" locus="gi"
degree="0.6"/>
degree="0.8"/>
<certainty target="#SYB" locus="startLoc"
<certainty target="#lin" given="#c1"
given="#c1" degree="0.9"/>
locus="startLoc" degree="0.9"/>
<certainty xml:id="C-c2" target="#SYB" locus="gi"
<certainty xml:id="c2" target="#lin" locus="gi"
assertedValue="placeName" degree="0.4"/>
assertedValue="placeName" degree="0.2"/>
<certainty target="#SYB" locus="startLoc"
<certainty target="#lin" given="#c2"
given="#C-c2" degree="0.5"/>
locus="startLoc" degree="0.1"/>
<certainty target="#SYB" locus="startLoc"
<certainty target="#lin" given="#c2"
assertedValue="#a1" given="#c1" degree="0.5"/> locus="startLoc" assertedValue="#a1"
degree="0.9"/>
<change>
Ꮥⲩघ̤ᶇἄ≛Ҡˉ᱿ኽᦹヅઈᄽᯍʑŊኽ᧚હ᱿ҙૌ⩐ሩΔᔌ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date
ᮢᐻጁೣ͗⠧ḻ⩐ሩ᱿ᆹ⿵Ŋ͛ॖ౺-ሶ-ᅺȯ
(XML Schema Part 2: Datatypes Second Edition ᯍʑહ∑᱿˶̬ᅺቅ⠧ḻጁೣȯ)
Example: <change n="P2.2"
<change n="P2.2" when="1991-12-21">ɿᅘ
when="1991-12-21">LB Added examples to
࣑͛ᅠὮɿῃ</change>
section 3</change>
<change when="1991-11-11">ቦ߈ӵぜὮ֓ὁ
<change when="1991-11-11">MSM Deleted
</change>
chapter 10</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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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 (primary channel ʙ⣬Ⳃല)
ဎⲩᄽЗⳭ᱿˛Ⳃലȯሬㄇᄽ᱿Ⳃല⋱רᆯ֬⢌Ȯ༆ợȮ૯Ȯヅઈⵞ˴ᾀř⦦םᄽ
ԅሷೊႩȮヅ⥾Ȯㄇଃㄇ˅⦹ᾀȯ
Module: corpus
Attributes:
mode
⦦ᆙ⥿Ⳃലᣅ⦦םሬㄇᑁೣȯ
଼ඖϊᛤ܈:
s
⦦ם
w
ሬㄇ
sw
ᣅ૯≟⦦ (͛ॖ⊝૯)
ws
ᣅ⦦≟૯ (͛ॖợઈ)
m
⦦םሬㄇᑁೣ
x
ᑁೣʃᆙ
Example:
<channel mode="s">face-to-face
<channel mode="s">ㄇଃㄇ˅⦹</channel>
conversation</channel>
<char> (character ᄽ)
ဏͧɺΤᄽ᱿ဎⲩඖ⫏⤻ȯ
Module: gaiji
Example: <char xml:id="circledU4EBA">
<charName>CIRCLED IDEOGRAPH
4EBA</charName>
<charProp> <unicodeName>
character-decomposition-mapping</unicodeName>
<value>circle</value> </charProp>
<charProp> <localName>daikanwa</localName>
<value>36</value> </charProp>
<mapping type="standard"> ː </mapping>
</char>

<char xml:id="circledU4EBA">
<charName>CIRCLED IDEOGRAPH
4EBA</charName>
<charProp> <unicodeName>
character-decomposition-mapping
</unicodeName>
<value>circle</value> </charProp>
<charProp>
<localName>daikanwa</localName>
<value>36</value> </charProp>
<mapping type="standard"> ː
</mapping> </char>

<charDesc> (character description ᄽဎⲩ)
ဏͧᄽ㋤᱿ဎⲩඖ⫏⤻ȯ
Module: gaiji
<charName> (character name ᄽờ)
ծؐɺᄽờŊҢ⠧ḻᘍዾჇ⃥ɺᷪ֠હ (Unicode)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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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gaiji
Example:
<charName>CIRCLED IDEOGRAPH
4EBA</charName>

<charName>CIRCLED IDEOGRAPH
4EBA</charName>

<charProp> (character property ᄽඖ⫨)
ဏͧᄽ㋤᱿ඖ⫨ờ⎞ඖ⫨ϊȯ
Module: gaiji
Example: <charProp>
<unicodeName>character-decomposition-mapping</unico
deName>
<value>circle</value> </charProp>
<charProp> <localName>daikanwa</localName>
<value>36</value> </charProp>

<charProp>
<unicodeName>character-decompositionmapping
</unicodeName>
<value>circle</value> </charProp>
<charProp>
<localName>daikanwa</localName>
<value>36</value> </charProp>

<choice>
ֈゝᄽ˴ʑଃᅠɺⵒӠᄽሷͧרሰဘ᱿ʃᐻ⥆ȯ
Module: core
Example: <p>Lastly, That, upon his solemn oath to
<p>ᛤቄ⎞ᅺᣅᦩूռㅏ֚ӼᓏŊᦓᱹ
observe all the above articles, the said
ᔕʀ┮᱿ᮬ֘ᦩȯ ᱹᮝᅠᛤ҆ℨʷ֓
man-mountain shall have a daily allowance of meat
౺Ŋ⣫Ҁ <choice> <sic>1892</sic>
and drink sufficient for the support of <choice>
<sic>1724</sic>
<corr>1894</corr> </choice>౺Ŋキᅞᖛなञ
<corr>1728</corr> </choice> of our subjects,
ŊЛ˃≛
with free access to our royal person, and other
<choice> <orig>㽬</orig>
marks of our <choice> <orig>favour</orig>
<reg>᳷</reg> </choice>ȯ</p>
<reg>favor</reg> </choice>.</p>
<cit>
ഺҢ˟ᄽ˴ʑ೧ᮢ᱿ҙૌŊʏծؐ೧ᮢ͗᱿ሬᲿ⫏ᤫאᅆȯ
Module: core
<cit> <quote>ፖআʴȯʀ֔ːʃҪӛ⊖Ҋȯ
Examples: <cit> <quote>and the breath of the
ףሷ⎊ㆤሺՖ᱿ːɺሳҊℤɺሳҊ߸ᮢ⥾З
whale is frequently attended with such an
insupportable smell, as to bring on disorder of the
ӛፖᔎŊकⴗҊ⎊ㆤሺՖ᱿ːଔ⩐Ւ┮ፖઈ
brain.</quote>
Ҋȯ</quote>
<bibl>Ulloa's South America</bibl> </cit>
<bibl>いࡆŊȳፖ᪗ȴȯ</bibl> </cit>
<entry> <form> <orth>horrifier</orth>
<entry> <form> <orth>horrifier</orth> </form>
</form>
<cit type="translation" xml:lang="en"> <quote>to
<cit type="translation" xml:lang="zh"> <quote>
horrify</quote> </cit>
͐㊻<ޗ/quote> </cit>
<cit type="example"> <quote>elle était horrifiée
<cit type="example"> <quote>elle était
par la dépense</quote>
horrifiée par la dépense</quote>
<cit type="translation" xml:lang="en">
<cit type="translation" xml:lang="zh"> <quote>
<quote>she was horrified at the
ໞ༴ॎإޗʴȯ</quote> </cit> </cit>
expense.</quote> </cit> </cit> </entry>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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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clause ઈ)ן
⠧ḻɺΤᄽᘍʀ᱿ઈןȯ
Module: analysis
Example: <cl type="relative"
function="clause_modifier">Which frightened both the
heroes so,<cl>They quite forgot their
quarrel.</cl></cl>

<cl type="〦" function="Δઈ>"ןሱ
˟ⴒᆯ⧀׆ʴ˟Ŋ<cl>Τሯど˟ᅠʃ∑
᱿ːȯ</cl></cl>

<classCode>
ծؐᄽ˴߱ኽᐻӠㆩ₇⃥ʑ଼᱿Ӡㆩ˩ᷪ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scheme
⦦ᆙ͐ᮢʑ᱿Ӡㆩ₇⃥Ӡㆩᘍȯ
(ⳐרӷɺΤҙⵒહ∑Ŋ͛ॖ߱ӠㆩᘍҀ₪ʑ᱿હ∑Ŋ≛ሩⳐӷኽˀከᐉરᄮહ∑᱿क
ⵒ̤⇦ȯ)
Example:
<classCode
<classCode
scheme="http://www.udc.org">410</classCode>
scheme="http://www.udc.org">410</classCode>
<classDecl> (classification declarations Ӡㆩઽ)ب
ծؐɺΤघΤӠㆩᘍŊᮢ͗હ∑߱ᄽ˴ʑ˟⚠͐ᮢʠ˶̬Ӡㆩᷪȯ
Module: header
<classes>
ᐻᆙ⥆⻞᱿Ҁ₪Ҁ₪ゝ଼ᆯえ଼᱿ሷҀ₪ゝȯ
Module: tagdocs
Example: <classes> <memberOf
<classes> <memberOf key="model.qLike"/>
key="model.qLike"/>
<memberOf key="att.declarable"/> </classes>
<memberOf key="att.declarable"/> </classes>
<classSpec>
ծؐɺΤ TEI Ҁ₪ゝ᱿⤻⫏ᤫאřҀ₪ゝᆯɺ∌߱ҙૌᑁʑᆹӛȮҠᮢኽˀ଼ඖȮқ≛
ᲀծ᱿Ҁ₪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type
྆ӛⳆᆯᐉҀ₪ゝᆯ଼ඖҀ₪ゝȯ
଼ඖϊᛤ܈:
model
⥿Ҁ₪ゝ᱿Ҁ₪ӛ߱᱿ҙૌᑁʑ
atts
⥿Ҁ₪ゝ᱿Ҁ₪ሷҠᮢ᱿଼ඖ
generate
⦦ᆙະ⥿ἼᐉҀ₪ゝ᱿ڊˀሰဘדㅯ̳Ꮘ૪͛ȯ߱ㅷ⥑᱿ഐʁŊሳဏͧሷ᱿⩐ᄲȯ
଼ඖϊ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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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on
⥿Ҁ₪ゝ᱿Ҁ₪ᆯሰဘҀ₪
sequence
⥿Ҁ₪ゝ᱿Ҁ₪ሳͩا
sequenceOptional
⥿Ҁ₪ゝ᱿Ҁ₪ͩרاŊ̟ൕㅱ
sequenceOptionalRepeatable
⥿Ҁ₪ゝ᱿Ҁ₪רɺᓝघᓝͩاŊ̟ൕㅱ
sequenceRepeatable
⥿Ҁ₪ゝ᱿Ҁ₪רɺᓝघᓝͩا
<classSpec module="tei" type="model"
Example: <classSpec module="tei" type="model"
ident="model.segLike"> <desc>ֈゝᮢᅠらᑨӠ
ident="model.segLike"> <desc>groups elements
ԟ᱿Ҁ₪</desc>
used for arbitrary segmentation. </desc>
<classes> <memberOf key="model.phrase"/>
<classes> <memberOf key="model.phrase"/>
</classes>
</classes>
<remarks> <p>The principles on which
<remarks> <p>The principles on which
segmentation is carried out, and any special codes
segmentation is carried out, and any special codes
or attribute values used, should be defined explicitly or attribute values used, should be defined
explicitly in the <gi>segmentation</gi> element
in the <gi>segmentation</gi> element of the
of the
<gi>encodingDesc</gi> within the associated TEI
<gi>encodingDesc</gi> within the associated TEI
header.</p> </remarks> </classSpec>
header.</p> </remarks> </classSpec>
<closer>
ֈゝᅺቅ߸㔄Ȯ⇨Ȯờ⦝كȮדҢ˟߱֒ᕀଜӛ᱿ㆩ̙ⲆŊ྆Β˴ଜȯ
Module: textstructure
<div type="letter"> <p> ʃʝŊໟΩଔ⋱Ҫ
Examples: <div type="letter"> <p> perhaps you will
⣲ㄇȯ</p>
favour me with a sight of it when convenient.</p>
<closer> <salute>I remain, &c. &c.</salute>
<closer> <salute>ṗʶʶㅯൔ</salute>
<signed>H. Colburn</signed> </closer> </div>
<signed>⨀ᮩ</signed> </closer> </div>
<div type="chapter"> <p> ⎊నบײːŊב
<div type="chapter"> <p> and his heart was going
ඇ⡕ӲːײʴŊⵣᮢ┮ᯝൔᛖ᱿ᳵ҆Ŋㄇ
like mad and yes I said yes I will Yes.</p>
ㄇ⤊ȯ…… </p>
<closer> <dateline> <name
<closer> <dateline> <name type="place">
type="place">Trieste-Zürich-Paris,</name>
֡ˊ</name>
<date>1914–1921</date> </dateline> </closer>
<date>1918–1919</date> </dateline>
</div>
</closer> </div>
<code>
ծؐɺΤᔌೣ⦝⤵᱿ᕒ˩ᷪŊЭᆯɺΤỄೣ⦝⤵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lang
⠧ḻ⥿˩ᷪ᱿ᔌೣ⦝⤵ờ
<collation>
ဎⲩㅪㄇ₣᱿Ӭໞ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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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s: <collation>The written leaves preceded
by an original flyleaf, conjoint with the
pastedown.</collation>
<collation> <p> <formula>1-5.8 6.6 (catchword, f.
46, does not match following text) 7-8.8 9.10, 11.2
(through f. 82) 12-14.8 15.8(-7)</formula>
<catchwords>Catchwords are written horizontally in
center or towards the right lower margin in various
manners: in red ink for quires 1-6 (which are also
signed in red ink with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and
arabic numerals); quires 7-9 in ink of text within
yellow decorated frames; quire 10 in red decorated
frame; quire 12 in ink of text; quire 13 with red
decorative slashes; quire 14 added in cursive
hand.</catchwords> </p> </collation>

<collation>ኈӠᣅҙकқଶŊकଶʀʁ׳ɺ
࢘ថቌ⫨ኈŊҢᔌㄇሷȵצخݐڷ١؞ȶ
ҞΤፐᄽ⸉ȯ</collation>

<collation> <p>ᔍ଼ȵᗟংȶŊ֯ᮢ⣫キᦹ
ₗЏᄽሬ૯᱿̲Ŋㅪㄇ༌༿ř༌༿ᆯᣅʴ⩕
ɺㅪ⩐ᣅघㅪʏ༿ᯘໞɺҩŊҢ༿ӛ᱿ᕓɺㅪ
᱿૰ಙُಙᲀ⎞̳ᣅሬ૯˛⫨᱿⪫┤
ᯍȯ</p> </collation>
(მधᄽŊʑतᶇἄずᔕ⤵⦝ᶇἄ ȯ )

<collection>
ծؐ༆ợゝ᱿ờŊ༆ợቍൕᲀ̤ᅠ܈ɺᄇ♀㔄ȯ
Module: msdescription
<colloc> (collocate )
ծؐᐻ㆛᱿ȯ
Module: dictionaries
Attributes:
type
ᮢ⳺᱿Ӡㆩᅞᘍ૽Ӡㆩȯ(˶̬ XML ờὪ⚦᱿ʕŊ͛ॖ˛⥱ȯ )
Example:
<entry> <form> <orth>⦦</orth> </form>
<entry> <form> <orth>médire</orth> </form>
<gramGrp> <colloc type="prep">ӷ</colloc>
<gramGrp> <colloc type="prep">de</colloc>
</gramGrp> </entry>
</gramGrp> </entry>
<colophon>
ծؐɺΤ༆ợㅮᲿ᱿ ᦹᓏㅪᐻ⥆Ř֯ဏͧᅺቅȮ߸㔄Ȯ˩ᑨᐉȮ༆ợᮟᮝߌ׆ᾀ⫏⤻᱿⊖ᆙȯ
Module: msdescription
<colophon>ञᆙ┋ላᮬऑખሶȯ⣫✗ⰿ๔ᗤ
Examples: <colophon>Ricardus Franciscus Scripsit
Anno Domini 1447.</colophon>
ᆙᆰሬ</colophon>
<colophon>ય٬ᛘʽ౺ᔓ߱నపҜሶʀᅺȯ߈
<colophon>Explicit expliceat/scriptor ludere
ᆙṵᘃᗤൠ᷸ቺሶᘘୀȯ⨕ȯ
eat.</colophon>
</colophon>
<colophon>Explicit venenum viciorum domini illius,
qui comparavit Anno domini Millessimo Trecentesimo
nonagesimo primo, Sabbato in festo sancte Marthe
virginis gloriose. Laus tibi criste quia finitur libellus
iste.</colophon>
<cond> (conditional feature-structure constraint ጻ˴Լ⋱ᐉく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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હ∑ɺΤጻ˴Լ⋱ᐉくӼřኞُԊဏ⡕྆ᆙᣅԼ⋱ᐉԼ⋱ᐉ∌řԊဏُኞᲀծ
ؐɺΤᵧԼ⋱ᐉȮԊဏʃծؐŊԅኞὪトᖣȯ
Module: declarefs
<condition>
ծؐ༆ợቨ⫨ᨊᗼ᱿ဎⲩ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condition> <p>There are lacunae in
three places in this manuscript. After 14v two leaves
has been cut out and narrow strips leaves remains in
the spine. After 68v one gathering is missing and
after 101v at least one gathering of 8 leaves has
been lost. </p>
<p>Several leaves are damaged with tears or holes
or have a irregular shape. Some of the damages do
not allow the lines to be of full length and they are
apparently older than the script. There are tears on
fol. 2r-v, 9r-v, 10r-v, 15r-18v, 19r-v, 20r-22v, 23r-v,
24r-28v, 30r-v, 32r-35v, 37r-v, 38r-v, 40r-43v,
45r-47v, 49r-v, 51r-v, 53r-60v, 67r-v, 68r-v, 70r-v,
74r-80v, 82r-v, 86r-v, 88r-v, 89r-v, 95r-v, 97r-98v
99r-v, 100r-v. On fol. 98 the corner has been torn
off. Several leaves are in a bad condition due to
moist and wear, and have become dark, bleached or
wrinkled. </p>
<p>The script has been touched up in the 17th
century with black ink. The touching up on the
following fols. was done by <name>Bishop Brynjólf
Sveinsson</name>: 1v, 3r, 4r, 5r, 6v, 8v,9r, 10r,
14r, 14v, 22r,30v, 36r-52v, 72v, 77r,78r,103r,
104r,. An AM-note says according to the lawman
<name>Sigurður Björnsson</name> that the rest of
the touching up was done by himself and another
lawman
<name>Sigurður Jónsson</name>.
<name>Sigurður Björnsson</name> did the
touching up on the following fols.: 46v, 47r, 48r,
49r-v, 50r, 52r-v.
<name>Sigurður Jónsson</name> did the rest of
the touching up in the section 36r-59r containing
<title>Bretasögur</title> </p> </condition>

<condition> <p>ⱀಙᶝံŊጊὮ 27 ⎏ 30
ㅪ⇃ㅪȯ</p> </condition>
( ȱὮɿଢὮɺᓝञሳὮɺᓝሳ⩀⥆⻞ȲŊ⎔
ᢕ⧖⩀ሳȯ)

<constitution>
ဎⲩᄽᄽᑂ᱿ҙⵒᐉŊ͛ॖダ᷊᱿રᄮ᱿ᐉȯ
Module: corpus
Attributes:
type
⦦ᆙᄽᐉໞᅞೣȯ
଼ඖϊᛤ܈:
single
܈ɺરᄮ᱿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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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e
ᄽ᮫⥓घଅㅮᲿໞŊᕓΤΤӲㅮᲿⵣᆯરᄮ᱿
frags
ᄽ᮫⥓घଅㅮᲿໞŊᕓΤㅮᲿʃɺહરᄮ
unknown
ᄽᐉቍᵧቍԽ˫⦦ᆙ
Example:
<constitution type="frags">ףሷࢍᱺ
<constitution type="frags">Prologues
</constitution>
only.</constitution>
<content> (schema declaration ᑁࠣઽ)ب
ծؐ⥆⻞ʠᑁࠣ᱿ઽبᄽȯ
Module: tagdocs
Example: <content> <rng:choice>
<rng:oneOrMore> <rng:ref
name="model.pLike"/> </rng:oneOrMore>
<rng:group> <rng:optional> <rng:ref
name="summary"/> </rng:optional>
<rng:oneOrMore> <rng:ref name="msItem"/>
</rng:oneOrMore> </rng:group> </rng:choice>
</content>

<content> <rng:choice> <rng:oneOrMore>
<rng:ref name="model.pLike"/>
</rng:oneOrMore>
<rng:group> <rng:optional> <rng:ref
name="summary"/> </rng:optional>
<rng:oneOrMore> <rng:ref name="msItem"/>
</rng:oneOrMore> </rng:group> </rng:choice>
</content>

<corr> (correction ሩᔌ)
ծؐᄽʑ᳖̙⼂⦡ʏԽ˫ሩᔌ⳧ര᱿ᄽȯ
Module: core
Examples: I don't know, Juan. It's so far in the past
now — how <corr>can we</corr> prove or
disprove anyone's theories?

ʃटŊʃːȯʁણ≟ʀⳭȯ<corr>ᵧໟ
</corr> ≛ŊҢटʢĿ

I don't know, Juan. It's so far in the past now — how
<choice> <sic>we can</sic>
<corr>can we</corr> </choice> prove or
disprove anyone's theories?

ʃटŊʃːȯʁણ≟ʀⳭȯ<choice> <sic>
ໟᵧ</sic>
<corr>ᵧໟ</corr> </choice>≛ŊҢटʢĿ
(ȳ⧄⦝ȴֱɼŘຟۊὮ֓߈ȯ)

<correction> (correction principles ሩᔌ׆ԅ)
⦦ᆙᄽʑ᱿ሩᔌᆯ߱ˑ㓯ᗼʁȮॖ̬ᮟᮝ᱿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status
྆ӛᄽሩᔌ᱿Ễಙȯ
଼ඖϊᛤ܈:
high
⥿ᄽ˫⡕ൌಎᒑውዮଃ⳧ȯ
medium
⥿ᄽ⡕ᒑው⳧⎏ଇɺᓝȯ
low
⥿ᄽഺቍ⡕ᒑው⳧ȯ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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ሩᔌᨊ๗ʃᆙ
method
⦦ᆙᐻḻሩᔌח᱿ᅞᘍȯ
଼ඖϊᛤ܈:
silent
᳅߱ᄽʑሩᔌ
tags
Ӵᮢᐻ ℶⱓ͗ሩᔌ
Example: <correction> <p>Errors in transcription
controlled by using the WordPerfect spelling
checker, with a user defined dictionary of 500 extra
words taken from Chambers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p> </correction>

<correction> <p>༯૯⼂⦡᮫ WordPerfect ཾ૯
ᒑው₇⃥ӼŊ⥿₇⃥͐ᮢ Chambers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 ⡹ҙؐʠ͐ᮢ≛⎊⤶᱿ 500
Τ⥱ጻȯ</p> </correction>

<country> (country ߡ)
ծؐɺΤ߸ᄎᗶ֒ࡍờŊ͛ॖᖁᅭȮߡȮᔪᖁ߸Ȯ⊓֒ࡍŊߣञᅠɺ⎷߸֒⠗ᄎ
߸̤ⰱ㋧Ŋ̟ଅᅠߡ⊓Ჴඖ᱿߸ᄎᗶ֒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reg
ဏͧߡ᱿ɺ⎷ጁೣờŊ⥿ờℶᷪӛ⎊ ISO3166ȯ(଼ඖϊ⋱רᆯߡờɺΤᵬᷪŊқ
≛ᲀહ∑߱ ISO3166 ʑȯ)
Example: <country key="DK">Denmark</country>
<country key="DK">ʘ㓤</country>
<creation>
ծؐ〦ᅠᄽ˴⇦᱿⫏⤻ȯ
Module: header
Examples: <creation> <date>Before
1987</date> </creation>
<creation> <date when="1988-07-10">10 July
1988</date> </creation>

<creation> <date>1987 ౺ʠԊ</date>
</creation>
<creation> <date when="1988-07-10">1988 ౺
7 ሶ 10 ᅺ</date> </creation>

<cRefPattern> (defines how to convert a canonical reference into a URI હ∑ॖ̬૽ᐻⱧᤫאဘໞ
⃥ɺ⫏⨯ӲὪ (URI) ȯ)
ᐻᆙ૽ᐻⱧᤫאဘໞ⃥ɺ⫏⨯ӲὪ᱿⠧ḻᅞᘍ⎞˩חᑁೣ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matchPattern
ᐻᆙɺΤ⠧ḻ଼ඖ cRef ଼ඖϊ᱿ߗહᅞᘍȯ(ൕㅱᆯɺΤዾჇ W3C XML Schema Language ᱿ߗહ
⠧ḻᘍȯ
replacementPattern
ᐻᆙɺΤ˩חᑁೣŊɺᅻⳖ⠗ᓝ⣬ᑁೣ᱿ሰဘŊሳ⎊Ւဏ⃥ͧɺ⫏⨯ӲὪ (URI) ȯ
(ະᣅɺΤଃ⃑ଃ⃥ɺ⫏⨯ӲὪ (URI) ᱿ࡣከᐉŊᤫארӷ଼ඖ matchPattern ⡹᱿∌ȯ)
<cust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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ဎⲩ༆ợΎᾷᔕʑ᱿܈ɺʶ˴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custEvent
type="photography">Photographed by David
Cooper on <date>12 Dec
1964</date></custEvent>

<custEvent type="photography">ञ⠡Ōಝኼჶ
ᅠ<date>1964 ౺ 12 ሶ 12 ᅺ
</date></custEvent>

<custodialHist>
ծؐ༆ợΎᾷᔕ᱿ဎⲩŊ˫רᆯῇὁȮᆯɺⳐʕ⥘ᆙᅺቅ᱿Ύᾷʶ˴ȯ
Module: msdescription
<custodialHist> <custEvent type="conservation"
Example: <custodialHist> <custEvent
notBefore="1961-03" notAfter="1963-02">
type="conservation" notBefore="1961-03"
notAfter="1963-02"> Conserved between March
1961 ౺ 3 ሶ⎏ 1963 ౺ 2 ሶΎએᅠռˊߡ
1961 and February 1963 at Birgitte Dalls
ᄽҤ♀㈀</custEvent>
Konserveringsværksted.</custEvent>
<custEvent type="photography"
<custEvent type="photography"
notBefore="1988-05-01"
notBefore="1988-05-01" notAfter="1988-05-30">
notAfter="1988-05-30">1988 ౺ 5 ሶ᮫ߡჶ
Photographed in May 1988 by
ഛ֠ሳჶ⢌</custEvent>
AMI/FA.</custEvent>
<custEvent type="transfer-dispatch"
<custEvent type="transfer-dispatch"
notBefore="1989-11-13"
notBefore="1989-11-13" notAfter="1989-11-13">
notAfter="1989-11-13"> 1989 ౺ 11 ሶ 13 ᅺ
Dispatched to Iceland 13 November
1989.</custEvent> </custodialHist>
ᱹⲶ⎏Һ</custEvent> </custodialHist>
<damage>
ծؐᄽ˴ʑɺ࢘ံᕇ֒ࡍȯ
Module: transcr
Attributes:
type
ᮢ⳺᱿Ӡㆩᅞᘍ૽ံᕇഐӠㆩȯ(˶̬ᮢ͗ഐૌံᕇഐ᱿⥱എŊ͛ॖ⢬⏨Ȯ⳧ಙ⡶⤶ȮᖛឬȮ
ᕇ⇃ㅪȯ)
extent
₎ᯆ྆ӛံᕇ֒ࡍ᱿ᄽ⸇ŊרᮢᕒᄲȮҝ⸈ȮȮҢ˟⳺ᯍ᱿̤͗܈⠧ḻȯ̟ᤀᘍዾჇ
ᐻ ᱿ҙૌ̳ӱᅜŊ͛ॖ߱ᄮᕀᐉඖ֒ᕀᲀံᕇ᱿ഐʁŊᐻ⥆᱿ᐻ ᗞሷҙૌȯ(ಙ⸇ᮢ⥱Ŋ
͛ॖ 25 ΤᕒȮ2 × 3 ȯ)
hand
רᷨ⦓ံᕇː᱿⯿Ӡ (╸าံᕇ᱿ഐᾀ) Ŋԅ߱ᔍ྆ӛ⥿ံᕇ⪭⪸ːȯ
(ൕㅱᆯᄽ˴ᐻㆊ⡹ઽب᱿ː⨯ڂӲὪᷪʠɺ (⣲ὁῃ ) ȯ)
agent
רᆙᷨⲅӲŊԅ߱ᔍ૽ံᕇߌӠㆩȯ
଼ඖϊᛤ܈:
rubbing
ံᕇᆯ⬚ߌᅠሬㅪⴗℳၷჍံט
mildew
ံᕇᆯ⬚ߌᅠሬㅪ⠧ㄇᱹハ
smoke
ံᕇᆯ⬚ߌᅠᤞᦊ
degree
ᮢ⳺᱿Ӡ₤͗⦦ᆙံᕇ᱿Ễಙȯ߱⋱ףᄽघଇ⦓ⲅר᱿ഐʁŊ͐ᮢҀ₪ damage Խʀ଼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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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řഺҢ˟͗⡵҂᱿ᄽະ⥿ᮢҀ₪ supplied ͗ᐻ⥆ȯ(᮫ᕒ⎞ᄲໞ᱿ံᕇᾀ₤ӠㆩŊ
ॖ 0.4ȯ)
<datatype>
྆ᆙ଼ඖ᱿ҝ଼ඖϊŊᤫאӷ˶̬ⴆႹ᱿ᑁࠣ⦝⤵હ∑᱿⫏ᅆㆩࠣ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minOccurs
྆ӛ⥿⫏ᅆㆩࠣ߱હ∑᱿଼ඖ⦦ᆙʑ⋱רӛ᱿ሱଇᓝᄲ ȯ
maxOccurs
྆ӛ⥿⫏ᅆㆩࠣ߱હ∑᱿଼ඖ⦦ᆙʑ⋱רӛ᱿ሱघᓝᄲȯ
Examples: <datatype> <rng:data
<datatype> <rng:data type="token"/>
type="token"/> </datatype>
</datatype>
<datatype> <rng:ref
<datatype> <rng:ref
name="data.enumerated"/> </datatype>
name="data.enumerated"/> </datatype>
<datatype minOccurs="2"
<datatype minOccurs="2"
maxOccurs="unbounded"> <rng:ref
maxOccurs="unbounded"> <rng:ref
name="data.pointer"/> </datatype>
name="data.pointer"/> </datatype>
<date>
ծؐ˶̬ጁೣ᱿ᅺቅ⠧ḻ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calendar
྆ᆙ⥿ᅺቅ⠧ḻ͐ᮢ᱿ላᘍ⤺ᾰ₇⃥ȯ
଼ඖϊᛤ܈:
Gregorian
ጁ⸄㋧⸄ላ
Julian
ӕ႔ላ
Islamic
̀ᅗ⚄Ủᅗኚ ( )͗ٻぬላ
Hebrew
శ̑͗ᩖठぢぬላ
Revolutionary
ᘍߡҠُላ
Iranian
̀ቁᘘᅗ (Jalaali) ぬላ
Coptic
ࡁמדላˁᔕୀञላ
Chinese
ʑߡぢぬላ
Examples:
He was born on <date calendar="Gregorian">Feb.
22, 1732</date> (<date calendar="Julian"
when="1732-02-22"> Feb. 11, 1731/32,
O.S.</date>).
<date when="1980-02">early February
1980</date>

˟ӛᮝᅠ<date calendar="Gregorian">⣫Ҁ
2007 ౺ 12 ሶ 24 ᅺ</date> (<date
calendar="Chinese" when="2007-12-24"> ɻˆ
౺ 11 ሶ 15 ᅺ</date>).
<date when="1980-02">⣫Ҁ 1980 ౺ 2 ሶӮ
</dat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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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n on the <date when="1977-06-12">Twelfth
Day of June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Seventy-seven of the Republic
the Two Hundredth and first and of the University
the Eighty-Sixth.</date>
<date when="1990-09">September
1990</date>

<date when="0637-11">⪬⤐֓ɺ౺֓ɺሶ
</date>Ŋڥठશ⊝⦦౺ⱀ᱿ᔏԅटവॡਉ
ਫ਼⏫ŊᎸᎸՒːŊ͵૽ॎₗҘૅʑŊૺᣅ߈ٴ
༇ːŊ⫛⚦ȵᔏਉȶȯ
<date when="1990-09">⣫Ҁ 1990 ౺ 9 ሶ
</date>

<dateline>
ծؐ ᵬ᱿߸㔄Ȯᅺቅדᆹ⿵ᾀ᱿ဎⲩŊⳇӛ߱Β˴Ȯࢊ₣ᄽὁȮҢ˟̳ٴʑ᱿ㆊ
ଜŊ̳ᣅɺỚᐻㆊଜȯ
Module: textstructure
Examples: <dateline>Walden, this 29. of August
<dateline>2008 ౺ 7 ሶ 3 ᅺŊ㈭ᛸȯ
1592</dateline>
</dateline>
<div type="chapter"> <p> ⎊నบײːŊב
<div type="chapter"> <p> and his heart was going
ඇ⡕ӲːײʴŊⵣᮢ┮ᯝൔᛖ᱿ᳵ҆Ŋㄇ
like mad and yes I said yes I will Yes.</p>
ㄇ⤊ȯ…… </p>
<closer> <dateline> <name
<closer> <dateline> <name type="place">
type="place">Trieste-Zürich-Paris,</name>
֡ˊ</name>
<date>1914–1921</date> </dateline> </closer>
<date>1918–1919</date> </dateline>
</div>
</closer> </div>
<day> (day ᅺ)
રᄮᅺቅᐉʑ᱿ᅺҀ₪ȯ
Module: namesdates
<death>
ծؐΤː᱿ᔘ˃⫏⤻Ŋ͛ॖᅺቅ߸ד㔄ᾀ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date
྆ᆙᔘ˃ᅺቅŊ͐ᮢ W3C ᐻጁೣ (౺-ሶ-ᅺ) ȯ(߱ XML Schema Part 2: Datatypes Second Edition
ʑ྆હ᱿ጁೣʠɺȯ)
Examples: <death when="1902-10-01"/>
<death when="1902-10-01"/>
<death when="1960-12-10">߱<name
<death when="1960-12-10">Passed away near
<name type="place">Aix-la-Chapelle</name>,
type="place">ռञᄞࡩ</name>えⲖᔘᅠ
after suffering from cerebral palsy. </death>
〉ඖ㓮ᰤ</death>
<decoDesc>
ծؐ༆ợ᱿⡶ဎⲩŊ˫רᆯⳐ↲ඖ᱿ᄽᕀ┛ȮᆯɺⳐʕͩʙ㆛Ӭ᱿⡶え⥘Ҁ₪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decoDesc> <p>The start of each book
<decoDesc> <p>ᕓ⊊᱿ὮɺΤᕒⵣᆯ
of the Bible with a 10-line historiated illuminated
֓⠗ञଅŊ˫ᔕߧጊř೧⤵ⵒ˷᱿ὮɺΤ
initial; prefaces decorated with 6-line blue initials
ᕒᆯҞ⠗ञଅŊʏ˫ώ␕řὁῃ᱿Ὦɺ
with red penwork flourishing; chapters marked by
Τᕒᆯɿ⠗ञଅŊ᱿řㅥᄽ᱿ὮɺΤᕒ
3-line plain red initials; verses with 1-line ini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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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ly blue or red.</p> </decoDesc>

ɺ⠗ञଅŊሷᆹᆯ⏨ሷᆹᆯ☾⏨᱿ȯ</p>
</decoDesc>

<decoNote>
ծؐɺΤえ⥘Ŋဎⲩ༆ợ᱿⡶ඖ⣬₪Ȯᆯ⥿ㆩ⣬₪᱿ᾀӠㆩ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decoDesc> <decoNote type="initial"> <decoDesc> <decoNote type="initial"> <p>ᕓ
⊊᱿ὮɺΤᕒⵣᆯ֓⠗ञଅŊ˫ᔕߧ
<p>The start of each book of the Bible with a
ጊř೧⤵ⵒ˷᱿ὮɺΤᕒᆯҞ⠗ञଅŊʏ˫
10-line historiated illuminated initial; prefaces
decorated with 6-line blue initials with red penwork ώ␕řὁῃ᱿ὮɺΤᕒᆯɿ⠗ञଅŊ
flourishing; chapters marked by 3-line plain red
᱿řㅥᄽ᱿ὮɺΤᕒɺ⠗ञଅŊሷᆹᆯ⏨
initials; verses with 1-line initials, alternately blue or
ሷᆹᆯ☾⏨᱿ȯ</p> </decoNote>
red.</p> </decoNote> </decoDesc>
</decoDesc>
<def> (definition હ∑)
ծؐ⥱ጻʑ᱿હ∑ᄽȯ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entry> <form>
<orth>competitor</orth>
<hyph>com|peti|tor</hyph>
<pron>k@m"petit@(r)</pron> </form>
<gramGrp> <pos>n</pos> </gramGrp>
<def>person who competes.</def> </entry>

<entry> <form> <orth>ㅠ</orth>
<hyph>( ߌឤᤀᘍ˫ⳐὪ⚦བྷ⤟Ŋᄑʃဏ
ͧ͛ȯ)</hyph>
<pron>yin</pron> </form>
<gramGrp> <pos><⥱/pos> </gramGrp>
<def>㋤ྚטՒᱹӛ᱿⊖ㅨřːם⡹ᱹӛ
᱿⊖ㅨ⌠⦲ȯ</def> </entry>

<default> (Default feature value ㅷ⥑Լ⋱ϊ)
⠧ḻԼ⋱ϊ₳ῃ᱿ϊⵒӠ⫏⤻ŊծؐɺΤㅷ⥑ϊȯ
Module: iso-fs
Example: <f name="gender"> <default/> </f>
<f name="gender"> <default/> </f>
<defaultVal>
ᐻᆙ଼ඖ᱿ㅷ⥑ઽبϊȯ
Module: tagdocs
Example: <defaultVal>#IMPLIED</defaultVal>

<defaultVal>ㅷ⥑ϊ</defaultVal>

<del> (deletion ӵぜ)
ᐻ⥆߱ᄽʑŊ᮫̳≛Ȯ༯૯≛Ȯ⥘⤟≛Ȯሩᔌ≛ӵぜȮᐻʀӵぜ⥆⚦Ȯ≛ᐻᆙᣅघㇷϸ
ⳍ᱿ᕒ܈ȯ
Module: core
Example:
<l><del rend="ᄊ૯">ジ</del> ㆺ
<l><del rend="overtyped">Mein</del> Frisch
<del rend="overstrike"
<del rend="ᄊ૯" type="primary">㇎</del>
type="primary">schwebt</del> weht der
͗؛ᚥᦱȯ</l>
Wi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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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Span> (deleted span of text ӵぜ᱿ᄽᕀ)
ᐻ⥆ɺⰱⳐ↲ඖᄽʠὉŊ⥿ᄽ᮫̳≛Ȯ༯૯≛Ȯ⥘⤟≛Ȯሩᔌ≛ӵぜȮᐻʀӵぜ⥆⚦Ȯ
≛ᐻᆙᣅघㇷϸⳍȯ
Module: transcr
Example: <p>Paragraph partially deleted. This is
<p>ᔍᕀⵒ˷ӵぜȯⳆ⡹ᆯΎᮽ᱿Ŋ <delSpan
the undeleted portion <delSpan
spanTo="#a23"/>and this the deleted portion of
spanTo="#a23"/>≟ᔍᣅӵぜ᱿ⵒ˷ȯ</p>
the paragraph.</p>
<p>ᔍᕀ┛˫⎞ד〦᱿⫏ᅆɺ⡕ӵぜȯ
<p>Paragraph deleted together with adjacent
</p>
material.</p>
<p>ὮʷΤરҚӵぜ᱿ᕀ┛ȯ</p>
<p>Second fully deleted paragraph.</p>
<p>ᕀ┛ሷⵒ˷⡕ӵぜŊӵ⚠ᔋᅠᕀ┛᱿ʑ
<p>Paragraph partially deleted; in the middle of
⿵Ŋ˫଼ඖ anchor ᐻḻ <anchor xml:id="a23"/>
this paragraph the deletion ends and the anchor
point marks the resumption <anchor
ҙᄽ⸅ᅘӛ᱿̤⇦ȯ</p>
xml:id="a23"/> of the text. ...</p>
<depth>
ᑲ⭪ሬ⋹᱿ᛵ⸇ϊ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depth unit="in" quantity="4"/>

<depth unit="in" quantity="4"/>

<derivation>
ဎⲩᄽ᱿᧚ඖ⎞׆ԡඖ᱿Ễಙȯ
Module: corpus
Attributes:
type
૽ᄽ͗ᔕӠㆩȯ
଼ඖϊᛤ܈:
original
⥿ᄽᣅ׆ԡᄽ
revision
⥿ᄽᣅנɺᄽ᱿Δ⤶ᦹ
translation
⥿ᄽᣅנɺᄽ᱿≒⨿ᦹ
abridgment
⥿ᄽᣅנɺᄽ᱿ӵῃᦹ
plagiarism
⥿ᄽ༯⣢⎊נɺᄽ
traditional
⥿ᄽᤀᆙᷨ͗Ŋُ̟Ң˟ᄽሷҠ᱿⠘ᮝ͗ᔕ
Example: <derivation type="original"/>
<derivation type="׆আ"/>
<desc> (description ဎⲩ)
ծؐɺᕀ ᵬဎⲩŊ⦦ᆙɺҀ₪Ȯ଼ඖȮ଼ඖϊ᱿ະᮢ⎞Ჿ᱿ȯ
Module: core
Example: <desc>contain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desc>ծؐኽΤҀ₪଼ඖʠહ∑⎞ᮢ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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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and application for an element, attribute,
attribute value, class, or entity.</desc>

ᵬဎⲩȯ</desc>

<dicteg> (example (exempli gratia)Ҥʑ᱿͛)
͛ᄽʑ⎏ଇӛɺᓝ⡕⤟⸃᱿܈ഐೣřʬ⥓ᣅ೧ᮢ͛ᆯ⥑⤺͛ȯ
Module: dictionaries
<dictScrap>
ҤⲆጻ᱿ᦸᕀŊծؐ⎊᮫᱿⥱ଶᓝҤҀ₪ȯ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entry>
<entry> <dictScrap><orth>༿⇵</orth> 
<dictScrap><orth>biryani</orth> or
<orth>⳽⇵</orth>
<orth>biriani</orth>
<pron>zhe2 luo2</pron>
<pron>(%bIrI"A:nI)</pron>
<def>CƗlƗ (ː<)/def>
<def>any of a variety of Indian dishes ...</def>
<etym>ㅠ⨿⎊ <lang>ፐᄽ</lang></etym>
<etym>[from <lang>Urdu</lang>]</etym>
</dictScrap> </entry>
</dictScrap> </entry>
<dimensions>
ଙ᱿⦀₳⦦ᆙȯ
Module: msdescription
Attributes:
type
྆ӛ˴⡕ᛵ⸇᱿ⵒӠȯ
଼ඖϊᛤ܈:
leaves
ɺघㅪㄇ᱿ଙञଅ (͛ॖ܈ɺㅪㄇȮ⊌ゝㅪㄇȮӠ⡶⤶᱿ⵒ˷)
ruled
ㅪㄇʀԬ॑ℬ˫Јሬ૯᱿ߣञଅȯ
pricked
ㅪㄇʀӿ॑⥆⚦˫ЈԬℬ᱿ߣञଅ (ᮢُ߱ᯉℬߣʃ᱿̤⇦Ŋᆯᯉℬᤀᘍᛵ⸇᱿̤
⇦) ȯ
written
ㅪㄇʀሬ૯ᄽ᱿ߣञଅŊ㋧ಙ᮫ሱㅫ⠗ᄽ᱿ㅫὉᛵ⸇⎏ሱಎ⠗ᄽ᱿ಎὉȯ
miniatures
༆ợʑߧᯉ᱿ଙञଅ
binding
༆༯༆ợ⡶⤶᱿ଙञଅ
box
༆ợѲએ᱿ᾼઈҢ˟ૌݽ᱿ଙञଅ
Examples: <dimensions type="leaves"> <height
<dimensions type="leaves"> <height
scope="range">157-160</height>
scope="range">157-160</height>
<width>105</width> </dimensions>
<width>105</width> </dimensions>
<dimensions type="ruled"> <height
<dimensions type="ruled"> <height
scope="most">90</height>
scope="most">90</height>
<width scope="most">48</width>
<width scope="most">48</width>
</dimensions>
</dimensions>
<dimensions unit="in"> <height>12</height>
<dimensions unit="in"> <height>12</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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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th>10</width> </dimensions>
<dimensions type="leaves"> <height
scope="range">157-160</height>
<width quantity="105"/> </dimensions>
<dimensions type="ruled"> <height unit="cm"
scope="most" quantity="90"/>
<width unit="cm" scope="most" quantity="48"/>
</dimensions>
<dimensions unit="in"> <height quantity="12"/>
<width quantity="10"/> </dimensions>

<width>10</width> </dimensions>
<dimensions type="leaves"> <height
scope="range">157-160</height>
<width quantity="105"/> </dimensions>
<dimensions type="ruled"> <height unit="cm"
scope="most" quantity="90"/>
<width unit="cm" scope="most" quantity="48"/>
</dimensions>
<dimensions unit="in"> <height quantity="12"/>
<width quantity="10"/> </dimensions>

<distinct> (distinct ᧚ᔢᮢ⦝)
ᐻᆙ⡕⣶ᣅ᧚ᔢᮢ⦝᱿⥱Ŋ͛ॖŘ⦝מȮ૾Ꮘᮢ⦝Ȯᅞ⤵Ȯ☡ᮢ⦝ᾀŊᐻᆙഐໞⵒӠᓝ
⣬⦝⤵᱿⥱
Module: core
Attributes:
type
྆ᆙᐻ⥆᱿⥱଼ᅠڊɺỚᓝ⣬⦝⤵⦝㋤ଶᓝȯ(֚ᄍ᱿͐ᮢ≛હ∑Ӭ⠧)
time
྆ᆙ⥿⥱ᆯ଼ᅠڊɺỚᆹ⿵ʀ᱿᧚ᔢᮢ⦝ȯ(֚ᄍ᱿͐ᮢ≛હ∑Ӭ⠧)
space
྆ᆙ⥿⥱ᆯ଼ᅠڊɺỚ֒ࡍʀ᱿᧚ᔢᮢ⦝ȯ(֚ᄍ᱿͐ᮢ≛હ∑Ӭ⠧)
social
྆ᆙ⥿⥱ᆯ଼ᅠڊɺỚḽሳଶᓝӠㆩʀ᱿᧚ᔢᮢ⦝ȯ(֚ᄍ᱿͐ᮢ≛હ∑Ӭ⠧)
Example: Next morning a boy in that dormitory
ሮ᪕֯͐౺⳧߈֓Ŋͩ⎡<distinct type="ໞ
confided to his bosom friend, a <distinct
⦝">ㆺযℙ₎</distinct> Ŋኞᤋᆯቺᅞ
type="ps_slang">fag</distinct> of Macrea's, that
there was trouble in their midst which King
<distinct type="hk_slang">ॸ</distinct>᱿
<distinct type="archaic">would fain</distinct> keep ሱ̈́˩⠧ȯ
secret.
<distributor>
ဏͧ⪭⪸ᱹ⠗ᄽ˴᱿ΤːҢ˟⺨ۄ᱿ờ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distributor>Oxford Text
Archive</distributor>
<distributor>Redwood and Burn Ltd</distributor>

<distributor>ʑतᶇἄず</distributor>
<distributor>ʑⓧヅઈ̲Ҥ֠ሳ</distributor>

<district>
ծؐ˶̬ᓝ⠗ᄎ֒ờŊ͛ॖᄞ֒Ȯⴆ֒ȮҢ˟⠗ᄎ߸܈Ҁȯ
Module: namesdates
<placeName> <district type="ward">ʑ᭔
Examples: <placeName> <district
</district>
type="ward">Jericho</district>
<settlement>㈭ᛸ</settlement>
<settlement>Oxford</settlement> </placeName>
</placeName>
<placeName> <district type="area">֡ⴗ
<placeName> <district type="area">South
Side</district>
</district>
<settlement>Chicago</settlement> </placeName>
<settlement>ೊజ</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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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Name>
<div> (text division ᄽ֒ᕀ)
ᄽ᱿ᔌᄽԊ⫏⤻ȮᔌᄽȮדᔌᄽര⫏⤻᱿Ӡᕀȯ
Module: textstructure
<body> <div type="part"> <head>ଃ⥾᱿܂
Řఫ⬐ᖡᄽջ⧄ⲩ⥫</head>
<p>ሬ˫ʑߡː᱿⤐㔄Ŋ˛₺ఫ⬐ᖡ᱿ɺᮝ
ൠᏈȯᛖҘᛞӛȮ೧⨢⦀شȯҢㄇଃᙹқ
୮Ԯ⩐ʑ᱿ᄎᗶȮᄽջඎៜŊఫ⬐ᖡഺଃ⥾ӷ
ݕ܂᱿⧄ŊሩңሷᛖԀ᱿ᔕา∑Ŋᱹː
Example: <body> <div type="part">
ඎȯ</p>
<head>Fallacies of Authority</head>
<div n="1" type="chapter"> <head>೧⤵Řఫ⬐
<p>The subject of which is Authority in various
shapes, and the object, to repress all exercise of the ᖡଃ⥾⧄—Ⱨࠣቅ᱿ᄽջ⧄</head>
reasoning faculty.</p>
<p>ᄽջⱧࠣቅ᱿ᄽ♊⧄Ŋɺ⎷ⵣا┮᧚
<div n="1" type="chapter"> <head>The Nature
Ӳ〦ᘜᄽ♊ʠक᱿ᔕḽሳ᭔ࣀ᱿Рȯʃ
of Authority</head>
⳧ŊⳆỚ〦ᘜ߱ʷ֓ʊ₊ʠԊ᱿ᄽ⧄ʑŊञ⎐
<p>With reference to any proposed measures
having for their object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ʀࠀ˫ɺỚᄽ♊ҙ߱⣳യ⦝ᔕḽሳ⦝ࣀʷҀ
greatest number....</p>
ଃἼ᱿ㄇ⪝ӛȯ...</p>
<div n="1.1" type="section"> <head>Analysis of
<div n="1.1" type="section"> <head>᳷⊖܂
Authority</head>
ݕŘⱧࠣቅ᱿ᄽջ⧄</head>
<p>What on any given occasion is the legitimate
<p>ᯍ˩⣫ᅞᄽ⧄ଃఫ⬐ᖡඎบ᱿᳖ᘍⲢᯌŊ
weight or influence to be attached to authority ...
⣲˒⣲ᇜȯሷ⦲Ңȵଃ⥾ඖȶ᱿Ŋሷ᳖⸅˟
</p> </div>
<div n="1.2" type="section"> <head>Appeal to
᱿ȵ⢒⦲ଅ⦦ȶ⧄᱿Ŋʬሷ⦝⤵ણȮὪ⚦ણȮ
Authority, in What Cases Fallacious.</head>
ڏણُ⇾ણ᱿ʃ⤑ಙ͗⤟⸃ఫ⬐ᖡ᱿ȯ...
<p>Reference to authority is open to the charge of </p> </div>
fallacy when... </p> </div> </div> </div>
<div n="1.2" type="section"> <head>ڏણᐉ
</body>
⧄⦝ଃ⥾⇾ણ</head>
<p>᳷⊖ݕ܂᱿ᄽջ⧄ഐໞᅠʷϤ౺˩ُ
ɿϤ౺˩Ŋᆯఫ⬐ᖡඎบໞ᥊べᕀ᱿ᇘȯ...
</p> </div> </div> </div> </body>
(ನŊȳଃ⥾᱿܂Řఫ⬐ᖡᄽջ⧄⥫ⲩȴŊ
שռŘ㓤᮪Ŋ2005Ŋʷᦹȯ)

<div1> (level-1 text division ֒ᕀଶᓝɺ)
ᄽ᱿ᔌᄽԊ⫏⤻Ȯᔌᄽדᔌᄽര⫏⤻᱿ὮɺଶӠᕀ (ቍ͐ᮢ֒ᕀଶᓝダŊ֒ᕀଶᓝɺᆯሱ㋧
ଶ᱿Ӡᕀȯ͐ᮢ֒ᕀଶᓝダŊԅ֒ᕀଶᓝɺᣅὮʷଶӠᕀ) ȯ
Module: textstructure
<div1 xml:id="levi" n="I" type="part"> <head>
Example: <div1 xml:id="levi" n="I" type="part">
ὮɺⵒŘぢ⼂ぬద</head>
<head>Part I: Of Man </head>
<div2 xml:id="levi1" n="1" type="chapter">
<div2 xml:id="levi1" n="1" type="chapter">
<head>Ὦɺὁ</head>
<head>Chap. I. Of Sense </head>
<p>Concerning the Thoughts of man... </p>
<p>ʯひ౺⿵Ŋռˊȯ₯☆┮ʐㆊ⸉ᬢŊ͗
</div2> </div1>
ӷռˊ൬ɺΤሶʴȯ.. </p> </div2>
<div1 xml:id="levii" n="II" type="part">
</div1>
<head>Part II: Of Common-Wealth</head>
<div1 xml:id="levii" n="II" type="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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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

<head>Ὦʷⵒ: ᖛᛖᢜᥖ</head> </div1>
(᭥ᬣŊȳⴒጁጁȴȯ)

<div2> (level-2 text division ֒ᕀଶᓝʷ)
ᄽ᱿ᔌᄽԊ⫏⤻Ȯᔌᄽדᔌᄽര⫏⤻᱿ὮʷଶӠᕀȯ
Module: textstructure
<div1 n="3" type="part"> <head>ὮɿὁŘଃ
⥾ඖ—ᄽջ⧄᱿ࡣᵲ</head>
<div2 n="3.1" type="section"> <div3 n="3.1.1"
type="member"> <div4 n="3.1.1.1"
Example: <div1 n="2" type="part"> <head>The
type="subsection"> <head>ᔕȮḽሳ⎞̲ᘾ
Second Partition: The Cure of Melancholy</head>
<div2 n="2.1" type="section"> <div3 n="2.1.1"
̀ോʙ∑</head>
type="member"> <div4 n="2.1.1.1"
<p>ȳⲩ⥫ȴશᆙ∑Ŋ⳥ᮢᔕڱʙ∑᱿
type="subsection"> <head>Unlawful Cures
⤐㔄Ŋ༥ӱ̲ᘾ̀ോʙ∑᱿וᔕוُḽሳР
rejected.</head>
ȯఫ⬐ᖡ྆ӛ... </p> </div4> </div3>
<p>Inveterate melancholy, howsoever it may seem
</div2>
to be a continuate, inexorable disease, hard to be
<div2 n="3.2" type="section"> <div3 n="3.2.1"
cured, accompanying them to their graves most part
type="member"> <head>༌ᶝҙ߱/क߱Ȯʙ
(as <ref target="#a">Montanus</ref> observes),
yet many times it may be helped... </p> </div4>
⤐/઼⤐᱿ʷҀଃἼ</head>
</div3> </div2>
<p>߱ʷϤ౺˩᱿♫⊓ᄽ♊᮹Ŋ...</p>
<div2 n="2.2" type="section"> <div3 n="2.2.1"
</div3> </div2>
type="member"> <head>Sect. II. Memb. I</head>
<div2 n="3.3" type="section"> <div3 n="3.3.1"
<p> </p> </div3> </div2>
type="member"> <head>Ἴ㈸҇ඎʙ∑ُ
<div2 n="2.3" type="section"> <div3 n="2.3.1"
type="member"> <head>Sect. III. Memb. I</head> ḽሳણ⥸ણ</head>
<p>ȳḽሳણ⥸ણȴᆯఫ⬐ᖡଃ⥾⇾ણ᱿ɺΤ
<p> </p> </div3> </div2> </div1>
ᲿᐻŊ...</p> </div3> </div2> </div1>
(ನŊȳଃ⥾᱿܂Řఫ⬐ᖡᄽջ⧄⥫ⲩȴŊ
שռŘ㓤᮪Ŋ2005Ŋʷᦹȯ)

<div3> (level-3 text division ֒ᕀଶᓝɿ)
ᄽ᱿ᔌᄽԊ⫏⤻Ȯᔌᄽדᔌᄽര⫏⤻᱿ὮɿଶӠᕀȯ
Module: textstructure
<div2 n="3.2" type="section"> <div3 n="3.2.1"
type="member"> <head>༌ᶝҙ߱/क߱Ȯʙ⤐/
઼⤐᱿ʷҀଃἼ</head>
Example: <div2 n="2.2" type="section"> <div3
<p>߱ʷϤ౺˩᱿♫⊓ᄽ♊᮹Ŋ...</p> </div3>
n="2.2.1" type="member"> <head>Sect. II.
<div3 n="3.2.2" type="member"> <head>˅
Memb. I</head>
<p> </p> </div3>
ᙟŘ♊⠛⥾⦝⎞ᮝᙙ⥾⦝᱿Ҡඖ</head>
<div3 n="2.2.2" type="member"> <head>Memb. <p>ኚኚⅶⅶ᱿ᄽ⧄ߣ←┮̳≛Ȯُ̳ٴ
II Retention and Evacuation rectified.</head>
⩊≛᱿〦ۊ㆛Ŋ...</p> </div3>
<p> </p> </div3>
<div3 n="2.2.3" type="member"> <head>Memb. <div3 n="2.2.3" type="member"> <head>⤵⦹
ُㅠ⦲</head>
III Ayr rectified. With a digression of the
Ayr.</head>
<p>߱Ⳇ⡹Ŋఫ⬐ᖡᣅ⤵⦹ϝʴɺΤञ⍦᱿હ
<p> </p> </div3> </div2>
∑Ř...</p> </div3> </div2>
(ನŊȳଃ⥾᱿܂Řఫ⬐ᖡᄽջ⧄⥫ⲩȴŊ
שռŘ㓤᮪Ŋ2005Ŋʷᦹ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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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4> (level-4 text division ֒ᕀଶᓝ߈)
ᄽ᱿ᔌᄽԊ⫏⤻Ȯᔌᄽדᔌᄽര⫏⤻᱿Ὦ߈ଶӠᕀȯ
Module: textstructure
<div3 n="3.2.1" type="member"> <head>༌
Example: <div3 n="2.2.1" type="member">
ᶝҙ߱/क߱Ȯʙ⤐/઼⤐᱿ʷҀଃἼ
<head>Sect. II. Memb. I</head>
</head>
<div4 n="2.2.1.1" type="subsection">
<div4 n="3.2.1.1" type="subsection"> <head>
<head>Subsect I. — Dyet rectified in
☤ಝኚ᱿ȳᄽણᶇἄ᱿ḽሳણᅞᘍȴ</head>
substance.</head>
<p>☤ಝኚ༴♊⠛ُᄽણ᱿ᱹଭӠໞқ
<p>Diet, <term xml:lang="grc">diaitotiku</term>,
Τⵒ˷Řҙ߱⎞ߌኞⵒ˷ȯ...</p> </div4>
<term xml:lang="la">victus</term> or living </p>
<div4 n="3.2.2.1" type="subsection"> <head>
</div4>
<div4 n="2.2.2.1" type="subsection">
⇾᱿⫨</head>
<head>Subsect II. — Dyet rectified in
<p>ʽϤ⎏ҞϤ౺˩߱ʑߡञなⳖ⠗᱿⇾ણ
quantity.</head>
ञⲈ⧄ŊɺΤዽൔ᱿ۊ㆛ଔᆯ⇾᱿⫨ۊ
<p>Man alone, saith Cardan, eates and drinks
㆛ȯ...</p> </div4> </div3>
without appetite, and useth all his pleasures without
(ನŊ
ȳଃ⥾᱿܂Řఫ⬐ᖡᄽջ⧄⥫ⲩȴ
Ŋ
necessity </p> </div4> </div3>
שռŘ㓤᮪Ŋ2005Ŋʷᦹȯ)

<div5> (level-5 text division ֒ᕀଶᓝʽ)
ᄽ᱿ᔌᄽԊ⫏⤻Ȯᔌᄽדᔌᄽര⫏⤻᱿ὮʽଶӠᕀȯ
Module: textstructure
<div6> (level-6 text division ֒ᕀଶᓝҞ)
ᄽ᱿ᔌᄽԊ⫏⤻Ȯᔌᄽדᔌᄽര⫏⤻᱿ὮҞଶӠᕀȯ
Module: textstructure
<div7> (level-7 text division ֒ᕀଶᓝɼ)
ᄽ᱿ᔌᄽԊ⫏⤻Ȯᔌᄽדᔌᄽര⫏⤻᱿ሱ̥ଶӠᕀŊӠᕀଶ₤㋧ᅠᕀ┛ȯ
Module: textstructure
<divGe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text division ⎊Ւᮟᮝ᱿ᄽ֒ᕀ)
྆ӛᄽ˴⚠Ⱆ㋤⳥̳ʁ⎊Ւᮟᮝ᱿ᄽ֒ᕀӛ᱿̤⇦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type
ң㋤྆ᆙ̬Ớᄽ֒ᕀ (ॖ€೧ȮᲿ⻞ᾀ) ሳӛȯ
଼ඖϊᛤ܈:
index
€೧ሳᮟᮝʏ⇦Ҙᅠᔍ⚠
toc
Ჿ⻞
figlist
ߧ⠧Ӭ⠧
tablist
⠧ጁ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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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back> <div1 type="backmat">
<head>Bibliography</head>
<listBibl> <bibl/> </listBibl> </div1>
<div1 type="backmat"> <head>Indices</head>
<divGen n="Index Nominum" type="NAMES"/>
<divGen n="Index Rerum" type="THINGS"/>
</div1> </back>
<front> <divGen type="toc"/>
<div> <head>Preface</head>
<p> ... </p> </div> <!-<titlePage>...</titlePage>--></front>

<back> <div1 type="backmat"> <head>≙א
ሬᲿ</head>
<listBibl> <bibl/> </listBibl> </div1>
<div1 type="backmat"> <head>€೧
</head>
<divGen n="Index Nominum" type="ː"/>
<divGen n="Index Rerum" type="ʶ"/>
</div1> </back>
<front> <divGen type="toc"/>
<div> <head></head>
<p> ... </p> </div> <!-- <titlePage>ሬㅪ
</titlePage>--></front>

<docAuthor> (document author ᄽ˴̳≛)
ծؐᄽ˴̳≛ờŊᅠ㆛ㅪʀㆴḻ᱿̳≛̟( ʃɺહӛ߱⇨ᯍʑ) ȯ
Module: textstructure
<docDate> (document date ᄽ˴ᅺቅ)
ծؐᄽ˴ᅺቅŊ ᅠ (ⳇ) ߱㆛ㅪʀㆴḻ᱿ᅺቅȯ
Module: textstructure
Attributes:
value
ᮢᐻഐೣ͗⠧ḻᅺቅϊŊɺ⎷ᄲϊᣅ ౺-ሶ-ᅺȯ
(⦀Ӭ߱㆛ XML Schema Part 2: Datatypes Second Edition ʑ᱿ҢʑɺỚᅺቅጁೣ)
<docImprint>ʀᙹŘʑⓧሬଞŊ
Example: <docImprint>Oxford, Clarendon Press,
<docDate>1987</docDate> </docImprint>
<docDate>2001</docDate>౺ȯ </docImprint>
<docEdition> (document edition ᄽ˴ᦹ)
ծؐɺ˷ᦹづⲩŊ⎞ᄽ˴㆛ㅪㆴḻ᱿ȯ
Module: textstructure
Example: <docEdition>The Third edition
<docEdition>Δ⤶Ὦɿᦹ</docEdition>
Corrected</docEdition>
<docImprint> (document imprint ᄽ˴ӛᦹ⦦ᆙ)
ծؐᄽ˴ӛᦹづⲩ (ӛᦹᅺቅȮ߸㔄˫דӛᦹҝờ) Ŋᅠ (ⳇ) ㆛ㅪଜㆴḻ᱿ӛᦹ⫏
⤻ȯ
Module: textstructure
Examples: <docImprint>Oxford, Clarendon Press,
<docImprint>ʀᙹŘʑⓧሬଞŊ2001 ౺ȯ
1987</docImprint>
</docImprint>
<docImprint><pubPlace>London</pubPlace>
<docImprint><date>1995</date>౺Ӯᦹᱹ
Printed for
⠗ᅠ
<name>E. Nutt</name>, at
<pubPlace>Royal Exchange</pubPlace>;
<pubPlace>שռ</pubPlace>Ř
<name>J. Roberts</name> in
<pubPlace>㓤᮪ӛᦹ</pubPlace>Ŋ
<pubPlace>wick-Lane</pubPlace>;
<name>᪗ോ</name>ʙℶ ; נकˇӛᦹ
<name>A. Dodd</name> without

TEI 元素定義與範例 271

<pubPlace>Temple-Bar</pubPlace>; and
<name>J. Graves</name> in
<pubPlace>St. James's-street.</pubPlace>
<date>1722.</date></docImprint>

ᅠ
<pubPlace>㈭ᛸ</pubPlace>Ř
<pubPlace>ࡆ</pubPlace>;
<pubPlace>㈸͗⣫ˁ</pubPlace>Ř
<pubPlace>ࡆ</pubPlace>ȯ</docImprint>

<docTitle> (document title ᄽ˴㆛)
ծؐᄽ˴㆛ŊծؐሷໞⵒӠŊᅠ㆛ㅪʀㆴḻ᱿㆛ȯ
Module: textstructure
Example:
<docTitle> <titlePart type="main">㇔᱿ᔕ
<docTitle> <titlePart type="main">The DUNCIAD,
</titlePart>
VARIOURVM. </titlePart>
<titlePart type="sub">ⲿ⣶ːㆩ᱿㇞㇔⎞ᄽᆙ
<titlePart type="sub">WITH THE PROLEGOMENA
</titlePart> </docTitle>
of SCRIBLERUS. </titlePart> </docTitle>
<domain> (Domain of use ະᮢㅽࡍ)
ဎⲩ⥿ᄽሱ⸅⣬᱿ະᮢㅽࡍᆯḽሳᮢⳂ߱Ŋ͛ॖẜː⎞ҝҠȮᄞ⋀Ȯશᄞᾀȯ
Module: corpus
Attributes:
type
૽ະᮢㅽࡍӠㆩȯ
଼ඖϊᛤ܈:
art
♊⠛ُাᐪ
domestic
ಟُẜː
religious
શᄞُяೣ
business
ۄᏈُడ̳ࢍ
education
ᄞ⋀
govt
ᄎಓُᘍയ
public
Ң˟ҝҠㅽࡍ
Example: <domain type="domestic"/>
<domain type="domestic"/>
<domain type="rel">religious
<domain type="rel">શᄞೊႩ</domain>
broadcast</domain>
<edition> (Edition ᦹ)
ဎⲩᄽ˴ኽɺᦹ᱿᧚⫨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edition>First edition <date>Oct
1990</date> </edition>
<edition n="S2">Students' edition</edition>

<edition>Ӯᦹ<date>1990 ౺ 10 ሶ</date>
</edition>
<edition n="S2">ણᮝᦹ</editio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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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ionStmt> (edition statement ᦹづⲩ)
ֈゝᄽ˴ኽɺᦹ᱿〦⫏⤻ȯ
Module: header
Examples: <editionStmt> <edition
n="S2">Students' edition</edition>
<respStmt> <resp>Adapted by </resp>
<name>Elizabeth Kirk</name> </respStmt>
</editionStmt>
<editionStmt> <p>First edition,
<date>Michaelmas Term, 1991.</date> </p>
</editionStmt>

<editionStmt> <edition n="S2">ણᮝᦹ
</edition>
<respStmt> <resp>ᄊℶ⎊</resp>
<name>̀⒛⒠ᱺŌẤ҇</name> </respStmt>
</editionStmt>
<editionStmt> <p>Ӯᦹ<date>1991 ౺Ŋʀણቅ
</date> </p> </editionStmt>

<editor>
ሬᲿㅮᲿ᱿ᓝ⣬⪸˶ᔖ଼Ŋ͛ॖ༜រℶⱓȮℶ⨿Ȯ≒⨿ᾀ⤑⏨᱿ΤːȮᑨᐉↈ (Ң˟ㆩ̙
≛) ᱿ờ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role
ң㋤⦦ᆙᇜ⪸˶᱿ඖ⫨ȯ(֚ᄍӬ⠧ (͛רծŘ⨿≛ȮℶⱓȮℶ⨿Ȯတᯉ≛ᾀȯ) )
<editor>᪗ञᆙ</editor>
Example: <editor>Eric Johnson</editor>
<editor role="illustrator">John Tenniel</editor>
<editor role="↘ߧ≛">づ</editor>
<editorialDecl> (editorial practice declaration ℶⱓ૪⠗ઽ)ب
ဏͧᄽ˴ℶᷪᆹ͐ᮢ᱿ℶⱓ׆ԅ⎞૪⠗ᅞᘍ᱿₳ῃ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editorialDecl> <normalization>
<editorialDecl> <normalization> <p> ሷᲀ
<p>All words converted to Modern American
Ⱨဘᣅ⎊ Websters 9th Collegiate Ҥ᱿˩
spelling using Websters 9th Collegiate dictionary
</p> </normalization>
⇾⦝ཾᘍ</p> </normalization>
<quotation marks="all" form="std"> <p>All
<quotation marks="all" form="std"> <p>ሷ᱿
opening quotation marks converted to “ all closing
Ԋ⚦ⵣᄊໞ" ര⚦ⵣᄊໞ "</p>
quotation marks converted to &cdq;.</p>
</quotation> </editorialDecl>
</quotation> </editorialDecl>
<education>
ծؐΤːᄞ⋀ᔕ᱿ဎⲩȯ
Module: namesdates
Example: <education>Left school at age
16</education>
<education notBefore="1986-01-01"
notAfter="1990-06-30">Attended <name>Cherwell
School</name></education>
<eg>
ծؐ˶̬Ớㆩ᱿⦦ᆙ͛ȯ

<education>16 ᔓサણዮ</education>
<education notBefore="1986-01-01"
notAfter="1990-06-30">ଔ⩊<name>ᛤⓧञ
ણ</nam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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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tagdocs
Example: <p>The <gi>term</gi> element is
declared using the following syntax:
<eg><![CDATA[<!ELEMENT term
(%phrase.content;)>]]</eg></p>

<p><gi>⠛⦝</gi>Ҁ₪ᮢᅠ˫ʁ⦝ᘍŘ
<eg><![CDATA[<!ELEMENT term
(%phrase.content;)>]]</eg></p>

<egXML>
ծؐഐೣરᄮ᱿܈ɺ XML ͛᱿ዾᐉŊᮢ˫⦦ᆙኽˀ XML Ҁ₪଼ඖ᱿͐ᮢᅞᘍȯ
Module: tagdocs
<eLeaf> (Leaf of an embedding tree.ைҘᑋᨊᐉ᱿┤ῃ㔄ȯ)
ᣅைҘᑋᨊᐉ᱿┤ῃ㔄ᆙᷨဏͧ᱿Ҁ₪ŊʬרᮢҀ₪ eTree ͗ᐻ⥆ȯ
Module: nets
Attributes:
value
ဏͧɺΤைҘ┤ῃ㔄ϊŊ⥿ைҘ┤ῃ㔄ᣅɺΤԼ⋱ᐉҢ˟ӠኔҀ₪ȯ
(ɺΤԼ⋱ᐉҢ˟ӠኔҀ₪᱿ሷᄓ⨯ӲὪᷪȯ)
Example: <eLeaf
value="http://an.fsurl.tei/#FSWITH">
<label>with</label> </eLeaf>
<eLeaf> (Leaf of an embedding tree.ைҘᑋᨊᐉ᱿┤ῃ㔄ȯ)
ᣅைҘᑋᨊᐉ᱿┤ῃ㔄ᆙᷨဏͧ᱿Ҁ₪ŊʬרᮢҀ₪ eTree ͗ᐻ⥆ȯ
Module: nets
Attributes:
value
ဏͧɺΤைҘ┤ῃ㔄ϊŊ⥿ைҘ┤ῃ㔄ᣅɺΤԼ⋱ᐉҢ˟ӠኔҀ₪ȯ
(ɺΤԼ⋱ᐉҢ˟ӠኔҀ₪᱿ሷᄓ⨯ӲὪᷪȯ)
Example: <eLeaf
value="http://an.fsurl.tei/#FSWITH">
<label>with</label> </eLeaf>
<elementSpec>
₊⻞܈ɺҀ₪ㆩࠣ᱿ᐉȮҙૌȮ˫דᮢⳂ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ns
྆ᆙ⥿Ҁ₪଼᱿ờἇ⿵ȯ
usage
྆ᆙ଼ඖҀ₪᱿ൕЈඖȯ
଼ඖϊᛤ܈:
req
ൕㅱ͐ᮢ
mwa
⳺᱿ᗼʁൕㅱ͐ᮢ
re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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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a
⳺᱿ᗼʁ⩀͐ᮢ
opt
ʃൕЈ
Example: <elementSpec module="tagdocs"
xml:id="Code" usage="mwa" ident="code">
<equiv/>
<gloss/>
<desc>contains literal code</desc>
<classes> <memberOf key="model.emphLike"/>
</classes>
<content> <rng:text/> </content>
<attList> <attDef ident="type" usage="opt">
<equiv/>
<desc>the language of the code</desc>
<datatype> <rng:ref
name="data.enumerated"/> </datatype>
</attDef> </attList> </elementSpec>

<elementSpec module="tagdocs" xml:id="Code"
usage="mwa" ident="code"> <equiv/>
<gloss/>
<desc>ծؐᄽ⣳ԅ</desc>
<classes> <memberOf key="model.emphLike"/>
</classes>
<content> <rng:text/> </content>
<attList> <attDef ident="type" usage="opt">
<equiv/>
<desc>⣳ԅ᱿⠧Ⳮᅞೣ</desc>
<datatype> <rng:ref
name="data.enumerated"/> </datatype>
</attDef> </attList> </elementSpec>

<email>
ծؐɺΤヅઈⵞ˴̤߽Ŋᐻᆙヅઈⵞ˴⤻רЗⲶ᱿̤⇦ȯ
Module: core
Example: <email>editors@tei-c.org</email>
<email>editors@tei-c.org</email>
<emph> (emphasized ⦲)
ᣅʴ⦝⤵ʀΔⲆʀ᱿ᄓኞ≟Խ⸅⦝ᖎ᧚Ӳ⦲᱿ןȯ
Module: core
Examples: You took the car and did
ᆫटᇄʀ̷ʴ<emph>ڊ⡹</emph>?!!
<emph>what</emph>?!!
᪕ؐ∈तⳬبŘ<q>॑ঋঋŊ֔┋Ӳ⥔ب
ːȯ</q>⣢ːˇؐ∈ⳬۊŘ
<q>What it all comes to is this,</q> he said.
<q>̷छ⣲ˑ㓯ᄑʶʴŝ<emph>ᆯ⸄ᙟӛ
<q> <emph>What does Christopher Robin do in the
͗᱿ˀ㋢ቺ⣫ŝ</emph> </q>
morning nowadays?</emph> </q>
(ȳᐵछȴὮҞߊŘ⫐᪕Ӯ⥶ʺジ 
ছছɺⳖᏳߡಓ)

<encodingDesc> (Encoding description ℶᷪဎⲩ)
⥆⻞ヅઈᄽ˴ُҢɫΤघΤᄽ˴͗ʠ⿵᱿〦ȯ
Module: header
<entry>
ծؐҤʑɺΤᐉરۧ᱿ⲆጻㅮᲿȯ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entry> <form>
<orth>disproof</orth>
<pron>dIs"pru:f</pron> </form>
<gramGrp> <pos>n</pos> </gramGrp>

<entry> <form> <orth>⨢ᆙ</orth>
<pron>zheng-meng</pron> </form>
<gramGrp> <pos><⥱/pos> </gram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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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n="1"> <def>facts that disprove
something.</def> </sense>
<sense n="2"> <def>the act of
disproving.</def> </sense> </entry>

<sense n="1"> <def>רㄅ᱿⨢Ⴧʶ૪</def>
</sense>
<sense n="2"> <def>ᮢרㄅ᱿⨢Ⴧʶ૪͗⠧
ᆙᅜહːʶ᱿᳠૪ඖȯ</def> </sense>
</entry>

<entryFree>
ծؐ᱿ⲆጻㅮᲿቍൕὪҀ₪ entry ⥿ሷ᱿くӼጻ˴ȯ
Module: dictionaries
<entryFree><orth>༿⇵</orth> 
Example: <entryFree><orth>biryani</orth> or
<orth>⳽⇵</orth>
<orth>biriani</orth>
<pron>(%bIrI"A:nI)</pron>
<pron>zhe2 luo2</pron>
<def>any of a variety of Indian dishes ...</def>
<def>CƗlƗ (ː<)/def>
<etym>[from <lang>Urdu</lang>]</etym>
<etym>ㅠ⨿⎊ <lang>ፐᄽ</lang></etym>
</entryFree>
</entryFree>
<epigraph> (epigraph ㆛⥱)
ծؐɺᕀ֑⇨೧ᄽŊӛ߱ᕀ┛ὁῃ᱿ㆊŊ߱㆛ㅪʑȯ
Module: textstructure
<epigraph xml:lang="zh"> <cit> <bibl>Ώ౹̑
</bibl>
Example: <epigraph xml:lang="la"> <cit>
<quote> <l part="N">ଅᥱઈҢ૪ʬᤀŊ
<bibl>Lucret.</bibl>
<quote> <l part="F">petere inde coronam,</l>
</l>
<l>Vnde prius nulli velarint tempora Musae.</l>
<l>ףᆯᗖᙺ߱ቊቋ≟㇎൸᱿ऑङछ⸄⇬ʴȯ
</quote> </cit> </epigraph>
</l> </quote> </cit> </epigraph>
(ቒ⎊ᛤŊ ȳຣȴ⭑ȯ)
<epilogue>
ծؐԮᄇࢍᱺŊ᧚ُ⋱רહរӛᄑʶࢍᇓ〦Ŋɺ⎷ᆯ᮫ɺΤរ⌉ڂサԮʑ⯿˷͗ቁ⩊ȯ
Module: drama
Example: <epilogue> <head>Written by
<name>Colley Cibber, Esq</name> and spoken by
<name>Mrs. Cibber</name></head>
<sp> <lg type="couplet"> <l>Since Fate has
<epilogue> <head>ᄇࢍ⥸</head>
robb'd me of the hapless Youth,</l>
<stage type="business">ߡ᪗≛⤐᳷⎐Ⲇ
<l>For whom my heart had hoarded up its
</stage>
truth;</l> </lg>
<sp> <lg type="stanza"> <l>⡁ᱸࢍᆯ
<lg type="couplet"> <l>By all the Laws of Love
⚣Ŋ</l>
and Honour, now,</l>
<l>I'm free again to chuse, — and one of you</l>
<l>᪗ֶͬⅶࢄܮŊ</l>
</lg>
<l>̟⋱֢വ⤐᳷۹Ŋ</l>
<lg type="triplet"> <l>Suppose I search the sober
<l>͵ᆯԼໞߥដᆹȯ</l> </lg> </sp>
Gallery; — No,</l>
</epilogue>
<l>There's none but Prentices — & Cuckolds all a
(⒠ंᕗˁŊȳໞᳰ଼ ȴȯ)
row:</l>
<l>And these, I doubt, are those that make 'em
so.</l> </lg>
<stage type="business">Point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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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es.</stage>
<lg type="couplet"> <l>'Tis very well, enjoy the
jest:</l> </lg> </sp> </epilogue>
<equipment> (equipment ⥑Ј)
ဏͧ⻞⢌⥑Јד˛᱿༬⠛ඖ₳ῃŊ⥿⥑Јד˛ᮢᅠ⦦םᄽ͗ʠഛЭ⊖ㅠ⻞⢌ȯ
Module: header
Examples: <equipment> <p>"Hi-8" 8 mm NTSC
<equipment> <p>ҙ㓤҇ㆺȮἼ㋤⊖ㅠㅨ˫ד
camcorder with integral directional microphone and
ᄲ̤⻞ㅠ⊖ⳬ᱿"Hi-8" ᱿ 8 ⸈› NTSC ჶ⻞Э
windshield and stereo digital sound recording
ᑨȯ</p> </equipment>
channel. </p> </equipment>
<equipment> <p>8-track analogue transfer
<equipment> <p>8-track analogue transfer
mixed down to 19 cm/sec audio tape for cassette
mixed down to 19 cm/sec audio tape for cassette
mastering </p> </equipment>
mastering </p> </equipment>
<equiv>
ң㋤྆ӛɺΤ⎞Ҁ₪ᾀ᱿ờŊᤀ⧄ᆯ☼᮫˅ʻᤫאᆯकⵒⳐ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name
⦦ᆙҀ₪ᐻ⥆᱿ࡣᏕ൳ȯ(˶̬ờ)
uri
˫कⵒ⨯ӲὪ͗⦦ᆙҀ₪ᐻ⥆᱿ࡣᏕ൳ȯ(ɺΤ⃥ɺ⫏⨯ӲὪ)
filter
⋱ᤫא༴⥿Ҁ₪૪͛Ⱨ⩐ໞᐻ TEI ᱿कⵒỄೣȯ(ɺΤ⃥ɺ⫏⨯ӲὪ)
mimeType
कⵒ⳧ᡇݽ᱿घᮢⳂℐ⭰ⵞ˴ೖ̖֠હ (MIME)ȯ (ɺΤ⃥ɺ⫏⨯ӲὪ)
<elementSpec ident="hi" mode="change"> <equiv
Example: <elementSpec ident="hi"
name="BOLD"/>
mode="change"> <equiv name="BOLD"/>
<desc>bold typography</desc>
<desc>⁏㋤֬ӽ</desc>
<attList> <attDef ident="rend"> <valList>
<attList> <attDef ident="rend"> <valList>
<valItem ident="bold"/> </valList> </attDef>
<valItem ident="bold"/> </valList> </attDef>
</attList> </elementSpec>
</attList> </elementSpec>
<elementSpec ident="bo" mode="add"> <equiv
<elementSpec ident="bo" mode="add"> <equiv
name="BOLD"
name="BOLD"
uri="http://www.typesrus.com/bold"/>
uri="http://www.typesrus.com/bold"/>
</elementSpec>
</elementSpec>
<eTree> (embedding tree ைҘᑋᨊᐉ)
ဏͧᑋҀ₪᱿ሰဘŊᮢ͗⠧ḻᄮ㕑ңሷዾῃ㔄᱿ᑋᨊᐉȯ
Module: nets
Attributes:
value
ဏͧɺΤைҘᑋᨊᐉϊŊ⥿ைҘᑋᨊᐉᣅɺΤԼ⋱ᐉҢ˟ӠኔҀ₪ȯ
(ɺΤԼ⋱ᐉҢ˟ӠኔҀ₪᱿ሷᄓ⨯ӲὪᷪȯ)
Example: <eTree n="ex1"> <label>PP</label>
<eTree> <label>P</label>
<eLeaf> <label>with</label> </eLeaf> </eTree>
<eTree> <label>NP</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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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ee> <label>Art</label>
<eLeaf> <label>the</label> </eLeaf> </eTree>
<eTree> <label>N</label>
<eLeaf> <label>periscope</label> </eLeaf>
</eTree> </eTree> </eTree>
<etym> (etymology ⥱)
ծؐ⥱ણ⫏⤻ȯ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entry> <form><orth>publish</orth> ...
</form>
<etym><lang>ME.</lang>
<mentioned>publisshen</mentioned>,
<lang>F.</lang>
<mentioned>publier</mentioned>,
<lang>L.</lang>
<mentioned>publicare, publicatum</mentioned>.
<xr>See <ref>public</ref>; cf. 2d
<ref>-ish</ref>.</xr></etym> </entry> (From:
Webster's Second International)

<entry> <form><orth>̲ぅ</orth> ...
</form>
<etym>ഺ<lang>ፐ⦝</lang>
<term>buddha</term>ЗҘ᱿
<lang>ʑמឤ⦝</lang>ㅠ⨿; </etym>
</entry>

<event>
˶̬ቍൕᆯ⦦ם᱿ᝄⳇʀ᱿⩽ᱹᮝᗼŊ͛ॖϵᤋ᱿ݿㅠҢ˟ഛㅨᝄⳇ᱿ʶ˴ȯ
Module: spoken
Attributes:
iterated
྆ӛ⥿⩽ᆯ؋⸅⢒ᱹᮝȯ
<person> <event type="mat"
Example: <person> <event type="mat"
when="1972-10-12"> <label>Ҙણ</label>
when="1972-10-12">
<label>matriculation</label> </event>
</event>
<event type="grad" when="1975-06-23">
<event type="grad" when="1975-06-23">
<label>graduation</label> </event> </person>
<label>ᯃᏈ</label> </event> </person>
<exemplum>
ծؐ⦦ᆙኽɺҀ₪͐ᮢ᱿܈ɺ͛Ŋ˶רาⶪ⤟⥘ᕀ┛ȯ
Module: tagdocs
Example: <exemplum> <p>The <gi>name</gi>
<exemplum> <p><gi>ờ</gi>Ҁ₪˫ר
element can be used for both personal names and
ᆹᮢᅠː߸ד˫Ř</p>
place names:</p>
<eg><![CDATA[ <q>ໟ⤃᱿ <name
<eg><![CDATA[ <q>My dear <name
type="person">Mr. Bennet</name>,</q> said his type="person">≣᧚</name>҅ᮝŊ</q> ሷ
lady to him one day, <q>have you heard that
ɺटठठଃ˟⦦Ŋ <q>̷⊝ӷ<name
<name type="place">Netherfield Park</name> is type="place">ଛവᄿ⒜ߤ</name> ᅠẬӛ
let at last?</q>]]></eg>
ʴܜŝ</q>]]></eg>
<p>As shown above, the <att>type</att>
<p>ॖʀḻŊ<att>଼ඖϊ</att> רᮢ͗Ӡ
attribute may be used to distinguish the one from
ⲅː߸ȯ</p> </exemplum>
the other.</p> </exemplum>
<expan> (expansion Ⅷ૯ⴒ)׆
ծؐɺΤⅧ૯⥱᱿ⴒ׆ഐೣ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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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core
Example: The address is Southmoor <choice>
<expan>Road</expan>
<abbr>Rd</abbr> </choice>

<choice> <expan>ᓿᙐ⊓Ჴ</expan>
<abbr>ᓿᲴ</abbr> </choice>

<explicit>
ծؐ༆ợㅮᲿʑ᱿ ଜ⦝Ŋ֯ᄽરໞᆹ᱿ଜ⦝Ŋʃծؐ⋱רӛ߱Ңര᱿ྈ⦝ᦹᓏㅪᐻ⥆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explicit>sed libera nos a
malo.</explicit>
<rubric>Hic explicit oratio qui dicitur
<explicit>̲⦦ᆯȯ⧠ᕗʋ⊏̲⦦ȯᔊ
dominica.</rubric>
<explicit type="defective">ex materia quasi et
۹र⠗ȯ</explicit>
forma sibi proporti<gap/></explicit>
<explicit type="reverse">saued be shulle that
doome of day the at </explicit>
<extent>
ဎⲩヅઈᄽ˴Ѳએ߱ኽɺ༫ⰶ˛ᆹ᱿₎ᯆञଅŊᐻ˫˶̬⳺ᮢ᱿̤܈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extent>3200 sentences</extent>
<extent>3200 Τןઈ</extent>
<extent>between 10 and 20 Mb</extent>
<extent>˛ᅠ 10 ӷ 20 Mb</extent>
<extent>ten 3.5 inch high density
<extent>10 ᦸ 3.5 ᷬᷖᦸ</extent>
diskettes</extent>
<f> (Feature Լ⋱)
⠧ḻɺΤԼ⋱ϊ₳ῃŊ֯ɺㅮờ⎞˶ɺỚʃㆩࠣϊʠ⿵᱿〦Ⳑȯ
Module: iso-fs
Attributes:
name
Լ⋱ờȯ(˶̬ờȯ)
fVal
ר̬˶ᤫאᮢ͗˩⠧Լ⋱ϊ᱿Ҁ₪ȯ(˩⠧Լ⋱ϊ᱿Ҁ₪᱿⨯ӲὪᷪ)
Example: <f name="gender"> <symbol
value="feminine"/> </f>

<f name="gender"> <symbol value="feminine"/>
</f>

<factuality>
ဎⲩ⥿ᄽҙૌ⋱ר⡕⦓હᣅบЭ᱿ỄಙȮဎ↘᱿ᣅ⚣ᐉ᳠૪᱿ʊ᮹ȯ
Module: corpus
Attributes:
type
૽ᄽ᱿᳠૪ඖӠㆩȯ
଼ඖϊᛤ܈:
fiction
ᄽᣅરҚ⚣ᐉ
fact

TEI 元素定義與範例 279

ᄽરҚዾჇʶ૪
mixed
ᄽҙૌⵒӠ⚣ᐉȮⵒӠዾჇʶ૪
inapplicable
⥿ᄽʃ⳺͐ᮢ⚣ᐉō᳠૪᱿֒Ӡᅞᘍ
Examples: <factuality type="fiction"/>
<factuality type="mixed">contains a mixture of
gossip and speculation about real people and
events</factuality>
<faith>
ᐻᆙΤː᱿શᄞΒˮҢ˟Β൳ȯ
Module: namesdates
Example: <faith>protestant</faith>

<factuality type="fiction"/>
<factuality type="mixed">ᄽ⤵ᄽ⎞ᱺ⥾ᄽ
</factuality>

f
<faith>ᛤᄞള</faith>

<fDecl> (feature declaration Լ⋱ઽ)ب
ઽبɺㅮԼ⋱Ŋ྆ᆙờȮᑨᐉȮሷᄓϊߣȮ˫ͩדᗼဏͧㅷ⥑ϊȯ
Module: declarefs
Attributes:
name
྆ӛઽب᱿Լ⋱ờřʏὪᄽ˴ʑҀ₪ f ᱿଼ඖ nameȯ(˶̬ʕ)
optional
྆ӛ⥿Լ⋱ϊᆯ؋એ߱ȯ
org
ң㋤⦦ᆙ⥿Լ⋱ϊ᱿ↈ⣳ȯ
଼ඖϊᛤ܈:
unit
܈ɺെଅϊ
set
₇Ӭϊ (ᄮ㕑ӬŊᤀ⸅⢒ϊ)
bag
⠿ϊ (ᄮ㕑ӬŊʬ⥓ሷ⸅⢒ϊ)
list
ጻӬϊ (ᄮ㕑ӬŊʬ⥓ሷ⸅⢒ϊ)
Examples: <factuality type="fiction"/>
<factuality type="fiction"/>
<factuality type="mixed">contains a mixture of
<factuality type="mixed">ᄽ⤵ᄽ⎞ᱺ⥾ᄽ
gossip and speculation about real people and
</factuality>
events</factuality>
<fDescr> (feature description (in FSD)Լ⋱ဎⲩ (߱Լ⋱ᐉઽبʑ) )
ဎⲩ⡕ઽب᱿Լ⋱˩⠧᱿า∑˫דҢԼ⋱ϊȯ
Module: declarefs

<figDesc> (Description of Figure ߧ⠧ဎⲩ)
ծؐߧ⠧ҙૌ᱿

ᵬᄽဎⲩŊᮢᅠ₊⻞ߧЭ̟ቍاߧЭ᱿ᗼ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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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figures
<figure>
ᐻ⥆᱿֒࢘ծؐߧḻȮတߧȮߧ⠧ȯ
Module: figures
Example: <figure> <head>Figure One: The View
from the Bridge</head>
<figDesc>A Whistleresque view showing four or five
sailing boats in the foreground, and a series of buoys
strung out between them.</figDesc>
<graphic url="http://www.example.org/fig1.png"
scale="0.5"/> </figure>

<figure> <head>ߧɺ: ᑙʀ᱿⣶⸆
</head>
<figDesc>Ԋᇓሷ߈ʽゔㆺఴŊʑ⿵ɺᄗᮝ
ߞʕⳐȯ</figDesc>
<graphic
url="http://www.example.org/fig1.png"
scale="0.5"/> </figure>

<fileDesc> (File Description ᒆጊဎⲩ)
ծؐଃヅઈᒆጊ᱿રᄮሬᲿᄝⲩȯ
Module: header
<filiation>
ծؐ༆ợ᱿͗ᔕ〦⫏⤻Ŋ͛ॖ⥿༆ợُҢ˟ᄽҙૌ᱿એ༆ợʠ⿵᱿〦Ȯ˫⥿ד༆ợ
᱿׆ợȮ ༯Ȯ˫⧩דȯ
Module: msdescription
<msContents> <msItem> <title>Ҁ⩴ㆩợ</title>
Examples: <msContents> <msItem>
<title>Beljakovski sbornik</title>
<filiation type="protograph">ҀञോҜ౺ɻඎᄪ
<filiation
֡⩴Ӥ</filiation>
type="protograph">Bulgarian</filiation>
<filiation type="antigraph">᪗ᄽⳖȳᄽṭࡩ⥏ሬ
<filiation type="antigraph">Middle
⥆ȴ</filiation>
Bulgarian</filiation>
<filiation type="apograph">ᛤҙಓȳटṭᬅሬ
<filiation type="apograph"> <ref
target="#DN17">Dujchev N 17</ref>
Ჿȴ <ref target="#DN17"/> </filiation>
</filiation> </msItem> </msContents>
</msItem> </msContents>
<msDesc xml:id="DN17"> <!-- ... --></msDesc>
<msDesc xml:id="DN17"> <!-- ... --></ms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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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Item> <title>Guan-ben</title>
<filiation> <p>The "Guan-ben" was widely
current among mathematician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Zhao Qimei version" was also read. It is
therefore difficult to know the correct filiation path
to follow. The study of this era is much indebted to
Li Di. We explain the outline of his conclusion here.
Kong Guangsen (1752-1786)(17) was from the
same town as Dai Zhen, so he obtained "Guan-ben"
from him and studied it(18). Li Huang (d. 1811)
(19) took part in editing Si Ku Quan Shu, so he must
have had "Guan-ben". Then Zhang Dunren
(1754-1834) obtained this version, and studied
"Da Yan Zong Shu Shu" (The General Dayan
Computation). He wrote Jiu Yi Suan Shu
(Mathematics Searching for One, 1803) based on
this version of Shu Xue Jiu Zhang (20).</p>
<p>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s in restoring
our knowledge concerning the filiation of these
books was Li Rui (1768(21) -1817)(see his
biography). ... only two volumes remain of this
manuscript, as far as chapter 6 (chapter 3 part 2)
p.13, that is, question 2 of "Huan Tian San Ji"
(square of three loops), which later has been
lost.</p> </filiation> </msItem>

<msItem> <title>ᆙ♀</title>
<filiation> <p>ᆙ♀ሷ߈㖈߱֡ˊԀ᱿ờ֡
♀Ŋ߱ռˊԀ᱿ờռ♀Ŋ߱ᙢᖶᔏኚԀ᱿ờᔏ
ኚ♀Ŋ߱ലୀᾀ⚠Ԁ⳧᱿ờലୀ݄⎟♀ȯല
ୀ♀Ŋᆯሳ֡ռ♀≟˫ռᣅʙ᱿řᅺ
᱿㓳ᒉ♀ଔᆯലୀ♀᱿≒ԀŊ≟֜♀ുᛚ
ʹ㓳ᒉ♀Ŋר⣲ലୀ♀⃛⎞ᅺ᱿ഛㅨʴȯ
</p>
<p>ᆙ♀ߌ౺˩ⰱⲖŊߡҙकⴒሷરᄮ᱿એř
ฑᔏኚ♀ŊִҚ̱ŊҢ᧚㔄ᆯআᄊፐपᣅ
ᅞҩȯ</p> </filiation> </msItem>
(ȱᔕ˩ឤᄽञ♀ᏕⲩȲŊቦߥᛍŊⰶ׆ȳ֡
⠗ȴὮҞቅņ֡⠗ણḽℶ֬Ňȯ)

<finalRubric>
ծؐ⠧ḻ⥿ᄽ֒ᕀଜ᱿ʕŊሷ̳≛דᐻ㆛᱿⊖ᆙŊⳇ͐ᮢࣘᖛȮʃ᱿ࠣ⎞ञଅȮ
ᮢҢ˟ʃ⣶⤌ᄓኞ᱿ߧጊŊ͗⎞ᄽ˴⯿̳֒Ӳ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finalRubric>Explicit le romans de la
Rose ou l'art d'amours est toute
<finalRubric>㓳ಀ⒩⪯</finalRubric>
enclose.</finalRubric>
(ಀ⒩⪯⫉ሎᠵʠᅘ⫉⥱)
<finalRubric>ok lúkv ver þar Brennu-Nials
savgv</finalRubric>

<firstLang> (First language Ὦɺ⦝⤵)
⦦ᆙ≛⎞א᱿Ὦɺ⦝⤵ȯ
Module: corpus

<fLib> (Feature library Լ⋱એಝ)
Լ⋱Ҁ₪᱿ゝએಝȯ
Module: iso-fs
Example: <fLib n="agreement features"> <f
xml:id="pers1" name="person"> <symbol
value="first"/> </f>
<f xml:id="pers2" name="person"> <symbol
value="second"/> </f>

<fLib n="agreement features"> <f xml:id="pers1"
name="person"> <symbol value="first"/> </f>
<f xml:id="pers2" name="person"> <symbol
value="second"/> </f>
<f xml:id="nums" name="number"> <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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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xml:id="nums" name="number"> <symbol
value="singular"/> </f>
<f xml:id="nump" name="number"> <symbol
value="plural"/> </f> <!-- ... ... --></fLib>

value="singular"/> </f>
<f xml:id="nump" name="number"> <symbol
value="plural"/> </f> <!-- ... ... --></fLib>

<floatingText>
ծؐɺ˷˶̬Ớㆩ᱿ᄽŊᤀ⧄ᆯ܈ɺ⢒᱿Ŋ⥿˷ᄽ˶าἊတᅠᄮ㋤ᄽʑŊ≟ⳕ⳼ᄽ
ԅ↲Ңരȯ
Module: textstructure
<TEI> <teiHeader> </teiHeader>
Example: <TEI> <teiHeader> </teiHeader>
<text> <body> <div type="scene"> <sp> <p>
<text> <body> <div type="scene"> <sp>
൬㔄Ŋរڂআʴ...</p> </sp>
<p>Hush, the players begin...</p> </sp>
<floatingText type="pwp"> <body> <div
<floatingText type="pwp"> <body> <div
type="act"> <sp> <l>ᄑʶআᅠ゜Ҥ...</l>
type="act"> <sp> <l>In Athens our tale takes
place ....</l> </sp> <!-- ... rest of nested act here </sp> <!-- ... Ⳇ⡹ᆯҢ˟Ւ̳ --></div>
--></div> </body> </floatingText>
</body> </floatingText>
<sp> <p>Now that the play is finished ...</p>
<sp> <p>Ԯታ...</p> </sp> </div>
</sp> </div> </body> </text> </TEI>
</body> </text> </TEI>
<floruit>
ծؐΤːᙙՒᆹቅ᱿〦⫏⤻ȯ
Module: namesdates
Example: <floruit notBefore="1066"
notAfter="1100"/>

<floruit notBefore="1066" notAfter="1100"/>

<foliation>
ဎⲩ⤺ᾰ༆༯₣ㅪᄲ᱿ɺỚघỚℶ⚦₇⃥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foliation>Contemporary foliation in red
<foliation>ㅪⴗἇᱺ᱿ʑൔሷ˫⏨⇵㈸ᄲ
roman numerals in the centre of the outer
ᐻḻ᱿ᯍ˩ℶᄲ⚦</foliation>
margin.</foliation>
<foreign> (foreign कᄽ)
ᐻᆙ଼⦝⤵ʃᅠⳕ⳼ᄽ᱿⥱ȯ
Module: core
Example: This is heathen Greek to you still? Your
<foreign xml:lang="la">lapis
philosophicus</foreign>?
<forename> (forename )
ծؐᄞȯ
Module: namesdates
Example: <persName>
<roleName>Ex-President</roleName>
<forename>George</forename>
<surname>Bush</surname> </persName>

ᄮटἥ߱⡪᳖֦ⳇ༌ヅՒŊ̷ᆯ<foreign
xml:lang="jp">ഽફᅭ</foreign>?ܜ

<persName> <roleName>҅ⅶ⃥
</roleName>
<forename>ʑᔌ</forename>
<surname>▽</surname> </pers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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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
ֈゝңዾῃ㔄᱿ᑋᨊᐉ∌ȯ
Module: nets
Attributes:
type
ᐻᆙ፳ኚ᱿ㆩࠣȯ(ʕȯ)

<forestGrp> (Forest group ፳ኚ∌)
ֈゝ፳ኚ∌ȯ
Module: nets
Attributes:
type
ᐻᆙ፳ኚ∌᱿ㆩࠣȯ(ʕȯ)

<form> (form information group ഐೣ⫏⤻∌)
ֈゝɺΤᐻ㆛߱ሬ૯דᱹㅠഐೣᅞㄇ᱿ሷ⫏⤻ȯ
Module: dictionaries
Attributes:
type
ഐೣ᱿ㆩࠣሷ܈ɺഎȮ⢒ᾀȯ
଼ඖϊᛤ܈:
simple
܈ɺഎㅮᲿ
lemma
ᐻ㆛⯿
variant
⩐㋤ഐೣ
compound
᮫ʃ܈ɺഎㅮᲿໞ᱿⢒
derivative
᮫ᐻ㆛⠘ᮝӛ᱿ᙜᮝ⥱
inflected
ଜሷତ༿⩐ջ᱿ഐೣ
phrase
घ⸅എㅮᲿໞ᱿ᦸ⦝
<form> <orth>⨢ᆙ</orth>
Example: <form> <orth>zaptié</orth>
<orth>zaptyé</orth> </form>
<orth>⥙ᆙ</orth> </form>
<formula>
ծؐᄲણҢ˟ᅞỄೣȯ
Module: figures
Attributes:
notation
ဏͧ҅Ԋહ∑⳧Ȯ⳺ᮢᅠ⥿Ҁ₪ҙૌ᱿⥆⚦ờȯ(҅Ԋ߱ᄽ˴ㆩӲઽبʑહ∑⳧᱿ᔌೣ⥆⚦
ờ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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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front matter ᔌᄽԊ⫏⤻)
ծ̤ؐᅠᄽ˴ሱԊὉȮᔌᄽʠԊ᱿ㅮᲿ (ᐻㆊȮ㆛ㅪȮԊ⤵Ȯ᪇⥱ᾀ) ȯ
Module: textstructure
Examples: <front> <epigraph> <quote>Nam
Sibyllam quidem Cumis ego ipse oculis meis vidi in
<front> <epigraph> <quote>ଅᥱઈҢ૪ʬᤀ
ampulla pendere, et cum illi pueri dicerent: <q
xml:lang="grc">Sibylla ti weleis</q>; respondebat Ŋףᆯᗖᙺ߱ቊቋ≟㇎൸᱿ऑङछ⸄⇬
illa:
ʴȯ </quote> </epigraph>
<q xml:lang="grc">apowanein
<div type="dedication"> <p>ȳຣȴὮɿ֓ʽ㈪
welo.</q></quote> </epigraph>
</p> </div> </front>
<div type="dedication"> <p>For Ezra Pound <q
(ቒ⎊ᛤŊ ȳຣȴ⭑ȯ)
xml:lang="it">il miglior fabbro.</q></p> </div>
</front>
<front> <div type="dedication"> <p>To our three
<front> <div type="dedication"> <p>⊖ᆙۓʶ
selves</p> </div>
</p> </div>
<div type="preface"> <head>Author's
<div type="preface"> <head>̳≛⊖ᆙ
Note</head>
<p>All the characters in this book are purely
</head>
imaginary, and if the author has used names that
<p>ሬʑሷῃҙૌᲀᣅ⚣ᐉŊሷチŊ
may suggest a reference to living persons she has
଼ణȯ</p> </div> </front>
done so inadvertently. ...</p> </div> </front>
<fs> (Feature structure Լ⋱ᐉ)
⠧ḻɺΤԼ⋱ᐉŊ֯ↈᣅɺΤᐉ܈Ҁ᱿Լ⋱-ϊⶪଃゝȯ
Module: iso-fs
Attributes:
type
Լ⋱ᐉ᱿ㆩࠣȯ(ᮢʕ⠧ḻŊ͛ॖ܈ᐉȯ)
feats
ᤫאໞ⥿Լ⋱ᐉ᱿Լ⋱ϊ₳ῃȯ(ɺΤघΤҀ₪ f ᱿⨯ӲὪᷪȯ)
Example: <fs type="agreement_structure"> <f
<fs type="agreement_structure"> <f
name="person"> <symbol value="third"/> </f>
name="person"> <symbol value="third"/> </f>
<f name="number"> <symbol value="singular"/>
<f name="number"> <symbol value="singular"/>
</f> </fs>
</f> </fs>

<fsConstraints> (feature-structure constraints Լ⋱ᐉくӼ)
྆ӛરۧԼ⋱ᐉ᱿ҙૌくӼȯ
Module: declarefs

<fsdDecl> (FSD (feature-system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Լ⋱₇⃥ઽ)ب
ᆙᷨ྆ӛ⣳ኽ᧚હԼ⋱ᐉㆩࠣ᱿Լ⋱₇⃥ઽب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type
⦦ᆙԼ⋱₇⃥ઽبʑ⥆⻞᱿Լ⋱ᐉㆩࠣřⳆሳُ⎏ଇɺΤԼ⋱ᐉʑ଼ඖ type ᱿଼ඖϊ
ȯ(˶̬ʕȯ)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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ဏͧɺΤⳐŊ྆ɺΤծؐԼ⋱₇⃥ઽب᱿૪㋤ȯ
Example: <fsdDecl> <fsDecl type="GPSG">
<fsdDecl> <fsDecl type="GPSG"> <!-- ...
<!-- ... --></fsDecl>
--></fsDecl>
<fsDecl type="lex" xml:id="LX123"> <!-- ...
<fsDecl type="lex" xml:id="LX123"> <!-- ...
--></fsDecl>
--></fsDecl>
<fsdLink type="entry" target="#LX123"/>
<fsdLink type="entry" target="#LX123"/>
<fsdLink type="subentry"
<fsdLink type="subentry"
target="http://www.example.com/fsdLib.xml#LX1 target="http://www.example.com/fsdLib.xml#LX1
23"/> </fsdDecl>
23"/> </fsdDecl>
<fsDecl> (feature structure declaration Լ⋱ᐉઽ)ب
ઽبɺỚԼ⋱ᐉㆩࠣȯ
Module: declarefs
Attributes:
type
ဏͧઽب᱿Լ⋱ᐉ᱿ㆩࠣờȯ(˶̬᱿ʕȯ)
baseTypes
ဏͧɺΤघΤӠㆩ᱿Լ⋱ᐉờŊᔍㆩࠣഺ⥿Լ⋱ᐉʑ᪀വԼ⋱₳ῃ⎞くӼř⥿ㆩࠣ
ծؐ᱿Լ⋱₳ῃờᅠᔍ଼ඖᐻᆙ᱿˶ɺԼ⋱₳ῃŊ≛⥿ㆩࠣ᪀വɺΤ˫ʀ᱿Լ⋱₳
ῃŊԅሷ⋱ר᱿଼ඖϊᆯᣅ⃥ɺહ∑ȯᑂ߸Ŋ⳺ᮢくӼ᱿⠘ᮝŊᆯ૽ᔍҀ₪ʑᆙᷨᐻᆙ᱿
଼ُඖ baseType ᐻᆙ᱿ȯቍ͐ᮢ଼ඖ baseTypeŊԅᗞሷ᪀വ˶̬Լ⋱₳ῃくӼȯ(ɺ
ΤघΤ᮫ W3C XML Specification હ∑᱿ờȯ)

<fsDescr> (feature system description (in FSD)Լ⋱₇⃥ဎⲩ (߱Լ⋱ᐉઽبʑ))
ဎⲩ߱Լ⋱ᐉઽبʑઽب᱿Լ⋱ᐉㆩࠣ˩⠧᱿า∑ȯ
Module: declarefs

<funder> (Funding body ⫏Հ≛)
ᐻᆙ⪭⪸⫏Հɺㅮ⤺ᯉᄽ˴⢌̳᱿ΤːȮᑨᐉↈờ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funder>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an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y</funder>
<funder>Directorate General XIII of the Commission of <funder>⠗ᄎずߡẤણএڂሳ</funder>
<funder>ߡߧሬ㈀</funder>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funder>
<funder>The Andrew W. Mellon
<funder>ߡἼᄑૅ֢ず</funder>
Foundation</funder>
<funder>ߡἼ⎊ᤋẤણ֢㈀</funder>
<funder>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funder>
<fvLib> (Feature-value library Լ⋱ϊએಝ)
⸅ר⢒͐ᮢ᱿Լ⋱ϊҀ₪᱿ゝએಝ (ծؐરᄮԼ⋱ᐉ) ȯ
Module: iso-fs
Example: <fvLib n="symbolic values"> <symbol
<fvLib n="symbolic values"> <symbol
xml:id="sfirst" value="first"/>
xml:id="sfirst" value="first"/>
<symbol xml:id="ssecond" value="second"/>
<symbol xml:id="ssecond" value="second"/>
<symbol xml:id="ssing" value="singular"/>
<symbol xml:id="ssing" value="sin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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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 xml:id="splur" value="plural"/> <!-- ... ...
--></fvLib>

<symbol xml:id="splur" value="plural"/>
<!-- ... ... --></fvLib>

<fw> (forme work ֬ᦹᄽ)
ծؐɺΤᓌकᐻ㆛ (͛ॖㅪ᳔Ȯㅪ⌳) Ȯᐻ⦝Ȯӛ߱ᐻ⥆ㅪㄇ᱿ㆩ̙ᄽȯ
Module: transcr
Attributes:
type
ᮢ⳺᱿Ӡㆩᅞᘍ૽ᐻ⥆᱿ҙૌӠㆩȯ
଼ඖϊᛤ܈:
header
ㅪㄇㅫὉ᱿ᓌकᐻ㆛
footer
ㅪㄇಎὉ᱿ᓌकᐻ㆛
pageNum
ℶㅪᄲ⚦ᆯℶὪ⚦
sig
‘ᆯ⊌ゝὪ⚦
catch
ᐻ⦝
Example: <fw type="sig" place="bot">C3</fw>
<fw type="sig" place="bot">റ〇</fw>
<g> (character or glyph ᄽ㋤)
ᐻ᱿ᄽ㋤ȯ
Module: gaiji
Attributes:
ref
Ⳑӷ⥿ᄽ㋤᱿ဎⲩȯ(ⳐӷנɺΤҀ₪᱿྆ᐻȯ)
Examples: <g ref="#flig">fl</g>
<g ref="#flig">fl</g>
<glyph xml:id="flig"> <!-- ...--></glyph>
<glyph xml:id="flig"> <!-- ...--></glyph>
<gap> (omitted material ᯆ᱿⫏ᅆ)
྆ӛⱧ⻞ᆹ⡕ᯆⵒӠ᱿̤⇦Ŋᯆʬ⥓ᆯӛᅠ TEI ᐻㆊ⡹ဎⲩ᱿ℶⱓʀ᱿᮫Ȯʬ⥓ᆯߌᣅདྷ
ᑂⱧ⻞≟ᯆȮᆯߌᣅ⫏ᅆʃᆙザ˫ⲅ⦓⊝ສ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reason
⦦ᆙᯆ᱿ߌ׆ȯ଼ඖϊ᱿͛ઈሷ samplingȮillegibleȮinaudibleȮirrelevantȮcancelledȮcancelled and
illegibleȯ
( ᵬ⦦ᆙᯆ᱿ߌ׆ȯ)
hand
ᯆ᱿ҙૌᆯ⡕⯿Ӡᆙᷨ᱿༯૯ڂ᮫Ⱨ⻞ᯍʑԀาӵぜŊԅ߱ᔍ⠧ᆙ༯૯ڂ᱿⯿Ӡȯ
(ൕㅱᆯᄽ˴ᐻㆊ⡹ઽ⳧ب᱿ːڂʠɺ (⦀⣲ὁῃ)ȯ)
agent
ᯆᆯ᮫ᅠҙૌ⳼ံטᕇŊʈ⨯רӲံᕇߌ׆Ŋԅ⸒ଃံᕇߌ׆Խ˫Ӡㆩȯ
଼ඖϊ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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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bing
ံᕇ⬚ߌᅠሬㅪⴗℳၷჍံט
mildew
ံᕇ⬚ߌᅠሬㅪ⠧ㄇᱹハ
smoke
ံᕇ⬚ߌᅠᤞᦊ
extent
₎ᯆ྆ӛ߱Ⱨ⻞ᯍʑᯆ᱿ᄽ⸇ŊרᮢᕒᄲȮҝ⸈ȮȮҢ˟⳺ᯍ᱿̤͗܈⠧ḻȯᯆ
⋱רᆯӛᅠℶⱓᾋᯆȮ͗ᄽʑ᱿ӵぜȮံᕇȮҢ˟ߌ₪≟⎐ᤀᘍⱧ⻞ȯ(רᮢ˶̬ʕ⠧
ḻ)
Examples: <gap extent="4" unit="chars"
<gap extent="4" unit="" reason="ᤀᘍ⨯⩊
reason="illegible"/>
"/>
<gap extent="1" unit="essay"
<gap extent="1" unit="ᄽὁ" reason="དྷᑂ"/>
reason="sampling"/>
<gen> (gender ඖӲ)
⦦ᆙഎㅮᲿ᱿ඖӲȯ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entry> <form>
<orth>pamplemousse</orth> </form>
<gramGrp> <pos>noun</pos>
<gen>masculine</gen> </gramGrp> </entry>

<entry> <form> <orth>pamplemousse</orth>
</form>
<gramGrp> <pos><⥱/pos>
<gen>ぬඖ</gen> </gramGrp> </entry>

<genName>
⥿ờᮢُ͗Ң˟̙ờϝ֒ӲŊ˫Τː᱿ଃ౺₊を଼ʊ˩̳ͩჇȯ
Module: namesdates
<persName> <forename>ውᦲᅗ
Examples: <persName>
</forename>
<forename>Charles</forename>
<genName>ʷʊ</genName>
<genName>II</genName> </persName>
</persName>
<persName> <surname>ഢ᧚</surname>
<persName> <surname>Pitt</surname>
<genName>ଅ᱿</genName>
<genName>the Younger</genName> </persName>
</persName>

<geog> (geographical feature name ߸᧚ờ)
ծؐⳇᮢ߸ഐờŊ͛ॖᝏ⩟Ȯୀʋᾀȯ
Module: namesdates

<geogName> (geographical name ߸ờ)
⎞߸ഐờ᱿߸Ŋ͛ॖཚ€ᝏ⩟Ȯ⣫यୀᾀ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type
ဏͧ⥿ờ߱ᄽջȮ⦝⤵ະᮢʀ᱿Ӡㆩ⫏⤻ȯ(ະᮢʀહ∑᱿˩ᷪȯ)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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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inai</name> </geogName>

<name>ୀ</name> </geogName>

<gi> (generic identifier ⳇᮢ⨯ӲὪᷪ)
ծؐɺΤҀ₪ờ (ⳇᮢ⨯ӲὪᷪ) 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scheme
ဏͧ⥿ᐻʠ⨯ӲὪᷪŊᔍờહ∑ᅠ⥿ᐻʑȯ
଼ඖϊᛤ܈:
TEI
ᔍҀ₪ᣅ TEI ᐻ᱿ɺⵒ˷ȯ
DBK
ᔍҀ₪ᣅ Docbook ᐻ᱿ɺⵒ˷ȯ
XX
ᔍҀ₪଼᱿ᐻʃᆙȯ
Example: <p>The <gi>xhtml:li</gi> element is
<p>Ҁ₪ <gi>xhtml:li</gi>ञᯆㆩ̙Ҁ₪
roughly analogous to the <gi>item</gi> element,
<gi>item</gi>Ŋ˫דҀ₪
as is the
<gi scheme="DBK">listItem</gi>ȯ</p>
<gi scheme="DBK">listItem</gi> element.</p>
<gloss>
ᐻᆙᮢ͗ᣅנɺΤ⥱ʁહ∑ဏͧ⥘⤟᱿⥱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target
ᮢɺΤ⃑ଃଃ᱿⃥ɺ⫏⨯ӲὪ͗ᤫאᐻᆙ〦⊓᱿Ҁ₪ termȯ
(ൕㅱᆯሷᄓ᱿⃥ɺ⫏⨯ӲὪŊᤫארӷɺΤҀ₪ term)
cRef
ᮢҀ₪ refsDecl ߱ TEI ᐻㆊҙહ∑᱿ᐻ྆͗ᤫאᆙ〦⊓᱿Ҁ₪ termȯ
(͐ᮢ⤟ኔᐻᤫאរᾰര᱿ኞ (⦀⣲ὁῃ) ະ⥿ᆯሷᄓ᱿⃥ɺ⫏⨯ӲὪŊᤫארӷɺΤҀ₪
term)
ໟΩ˫רહ∑ <term xml:id="tdpv" rend="sc">
໓ᕒ</term> ᣅ<gloss target="#tdpv">̲
Example: We may define <term xml:id="tdpv"
ᘾ̀ോൔӠኔ⧄ʑ᱿⸅⣬⤐൳Ŋ྆ɿ⎏Ҟ
rend="sc">discoursal point of view</term> as
<gloss target="#tdpv">the relationship, expressed ᔓञ᱿ᮮઙ߱ඖʀሷɺỚ໓ᕒ᱿べᕀŊ
through discourse structure, between the implied
ⳆሩⳖɺᔎᱹଭໞଃ⤃᱿ൗय़˗⣶Ŋᮚ
author or some other addresser, and the
⎏˂ᓥぜʠ≟ര൬ȯ</gloss>
fiction.</gloss>
(⼂Ŋȳ⣫ᘱᄽણ⠛⎞༆ҩȴŊשռŘሬኚŊ
2005ȯㅪ 201ȯ)
<glyph> (character glyph ᄽ᱿ഐ㋤)
ဏͧɺỚ㋤᱿ဎⲩඖ⫏⤻ȯ
Module: gaiji
Example: <glyph xml:id="rstroke">
<glyphName>LATIN SMALL LETTER R WITH A
FUNNY STROKE</glyphName>
<charProp> <localName>entity</localName>

<glyph xml:id="rstroke"> <glyphName>LATIN
SMALL LETTER R WITH A FUNNY
STROKE</glyphName>
<charProp> <localName>entity</local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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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rstroke</value> </charProp>
<graphic url="glyph-rstroke.png"/> </glyph>

<value>rstroke</value> </charProp>
<graphic url="glyph-rstroke.png"/> </glyph>

<glyphName> (character glyph name ㋤ờ)
ծؐɺ㋤ờŊҢ⠧ḻᘍዾჇ⃥ɺᷪ֠હ (Unicode)ȯ
Module: gaiji
Example:
<glyphName>CIRCLED IDEOGRAPH
<glyphName>CIRCLED IDEOGRAPH
4EBA</glyphName>
4EBA</glyphName>
<gram> (grammatical information ᄽᘍ⫏⤻)
߱ҤⲆጻ૾ሷ⥱ᒆጊʑŊծؐኽɺ⠛⦝Ȯ܈എഐೣ᱿〦ᄽᘍ⫏⤻ȯ
Module: dictionaries
Attributes:
type
ᮢ⳺᱿Ӡㆩᅞᘍ૽ʃ᱿ᄽᘍ⫏⤻Խ˫Ӡㆩŋᆯ૾⠛⦝Ŋ ᤫארISO WD 12620 ྆હ⫏
ᅆҀ₪ㆩӲȯ
଼ඖϊᛤ܈:
pos
⥱ඖ (߱ᵧ⦝⤵ʑ᱿⥱ඖӠㆩŊዾჇ⥱᱿ഐೣȮา∑᧚ඖ≟ሷʃȯ͛ॖ⥱Ȯ
Ւ⥱Ȯഐૌ⥱ᾀȯ)
gen
ඖӲ (⥱Ȯ˩⥱Ȯ̔ら᱿Δ⥱ⲿ⳧Ⳇᑂ᱿⣳ԅ₇⃥߱⠧ഐೣʀ⡕Խ˫ӠȮᮟ
ᮝତ༿⩐ջŊ˫ଭ᧚હ᱿⦝ᘍ〦ȯ)
num
܈⢒ᄲ (͛ॖ܈ᄲȮ⢒ᄲȮキᄲ⥱ᾀ)
animate
ᙙ᱿ᙙ᱿
proper
᧚હờɺ⎷⥱
<entry> <form> <orth>pamplemousse</orth>
Example: <entry> <form>
</form>
<orth>pamplemousse</orth> </form>
<gramGrp> <gram type="pos"><⥱/gram>
<gramGrp> <gram type="pos">noun</gram>
<gram type="gen">masculine</gram>
<gram type="gen">ぬඖ</gram> </gramGrp>
</gramGrp> </entry>
</entry>
<graph>
ᐻ⥆ɺΤߧഐŊҙؐῃ㔄⎞ῃ㔄ʠ⿵᱿Ⳑℬȯ
Module: nets
Attributes:
type
ဎⲩߧഐㆩࠣȯ
଼ඖϊᛤ܈:
undirected
ᤀᅞߧഐ
directed
ሷᅞߧ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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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Network
ᛤᎸᐻᆙ⬚আῃ㔄⎞Ὁῃ㔄᱿ሷߧഐ
transducer
ᕓጻⳐℬʀሱघқΤᐻ ᱿⳧ࣀℐ⃘
order
⦦ᆙߧഐᓝŊ͛ॖŘῃ㔄ᄲᲿȯ(ᔌᄮᄲȯ)
size
⦦ᆙߧഐञଅŊ͛ॖŘⳐℬᄲᲿȯ(⪭ᄮᄲȯ)
Example: <graph xml:id="cug1" type="undirected"
order="5" size="4" rend="LABEL-PLACE bottom
center NODE-FRAME none ARC solid line">
<label>Airline Connections in Southwestern
USA</label>
<node xml:id="lax" degree="2">
<label>LAX</label> </node>
<node xml:id="lvg" degree="2">
<label>LVG</label> </node>
<node xml:id="phx" degree="3">
<label>PHX</label> </node>
<node xml:id="tus" degree="1">
<label>TUS</label> </node>
<node xml:id="cib" degree="0">
<label>CIB</label> </node>
<arc from="#lax" to="#lvg"/>
<arc from="#lax" to="#phx"/>
<arc from="#lvg" to="#phx"/>
<arc from="#phx" to="#tus"/> </graph>

<graph xml:id="cug1" type="undirected"
order="5" size="4" rend="LABEL-PLACE bottom
center NODE-FRAME none ARC solid line">
<label>⇾ߡ⣫֡ⵒ⎵ἇἿ</label>
<node xml:id="lax" degree="2">
<label>LAX</label> </node>
<node xml:id="lvg" degree="2">
<label>LVG</label> </node>
<node xml:id="phx" degree="3">
<label>PHX</label> </node>
<node xml:id="tus" degree="1">
<label>TUS</label> </node>
<node xml:id="cib" degree="0">
<label>CIB</label> </node>
<arc from="#lax" to="#lvg"/>
<arc from="#lax" to="#phx"/>
<arc from="#lvg" to="#phx"/>
<arc from="#phx" to="#tus"/> </graph>

<graphic>
྆ӛᄽᄽ˴ʑҙؐ᱿ߧഐȮတߧȮߧ⠧᱿̤⇦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width
ߧᦸㆴḻ᱿૰ಙ
height
ߧᦸㆴḻ᱿㋧ಙ
scale
ᮢ͗⦲ᄮߧᦸㆴḻञଅ᱿ᕗ͛ᄲ
url
Ჿᐻ⃥ɺ⫏⨯ӲὪȯ(ߧᦸ̤߱⇦᱿⃥ɺ⫏⨯ӲὪờȯ)
mimeType
घᮢⳂℐ⭰ⵞ˴ೖ̖֠હ (MIME)ȯ (ᒆጊ⤟ᷪᆹहᮢ᱿घᮢⳂℐ⭰ⵞ˴ೖ̖֠હ (MIME))
<figure> <graphic url="fig1.png"/>
Example: <figure> <graphic url="fig1.png"/>
<head>ℋₗᅗ</head>
<head>Figure One: The View from the
<figDesc> ᘘဏʈӴ 1484-1486 ౺ ᯉలȮ⛵
Bridge</head>
<figDesc>A Whistleresque view showing four or five
ഔ ̲⇵ρᅗŊᣏ⓪ᝫ⇾⠛㈀</figDesc>
sailing boats in the foreground, and a series of buoys </figure>
strung out between them.</figDesc> </figure>
(㓳ᇏᛘℶ┮Ŋȳశ⍺⇵㈸Ṙ⥾ᄑʶȴŊp76ȯ)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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ծؐ⢒ᄽ᱿ᔌᄽŊֈゝ᱿ɺⳐʕ܈ɺᄽ˴ (ᄽ˴∌) Ŋߌᣅኽ᧚ᔢᲿ᱿⡕⣶ᣅɺΤᄮ
㋤Ŋ͛ॖɺΤ̳≛᱿̳ٴゝȮɺⳐʕ᱿ᄣᄽゝᾀȯ
Module: textstructure
<hand>
߱ᐻㆊʑહ∑ᕓɺΤ᧚ᔢ᱿༯૯ (≛) ሬ૯ㆺጁȯ
Module: transcr
Attributes:
scribe
ဏͧ༯૯ (≛) ᱿ờҢ˟⨯ӲὪᷪȯ(˶̬ᮢ͗⨯Ӳ༯૯ (≛) ᱿ờŊ͛ॖሬ૯ㆳ༽Ȯ༆ː
BȮHoccleve ᾀȯ)
style
⦦ᆙ⡕⦓હ᱿ሬ૯ㆺጁȯ(˶̬ဎⲩඖ᱿ờŊЭᆯ⑽ሬ㋤ञȮ⺁ᦹ֬ӽȮ ᘍಟȮ∑ञӴ
ᄽᾀȯ)
mainLang
྆ӛʙ⣬⦝⤵ȯ(ᅠ RFC 3066 Ң₇Ӭહ∑ř͛ॖ la (ཚɻᄽ) Ȯen-NZ (ₚ⣫⚄⦝) Ȯzh-TW
(שᢕⅺ㋤ʑᄽ) ȯ)
ink
ဎⲩ⏨ᅆࣘᖛỚㆩŊ͛ॖ፟⏨ȯʬרᮢ͗⦦ᆙሬ૯˛Ŋ͛ॖώȯ
writing
ဎⲩҢ˟ώ⭤᧚ඖȮҢᆯሬ૯⫨ٴ〦᧚ඖȯ
଼ඖϊᛤ܈:
shaky
ώ⭤ㆳ༽
thick
ώᯉⰱ⁏
regular
ɺ⎷ሬ૯
first
⦦ᆙⳆᆯ؋ᆯᄽ˴᱿Ὦɺ˷ʙ⣬༯૯ȯ(ᆯ؋)
resp
⦦ᆙ⪭⪸ⲅ⨯ώ⭤᱿༯૯≛ℶ≛ȯ
(ɺΤ྆ᐻⳐӷᄽ˴ᐻㆊ⡹ઽب᱿⨯ӲὪᷪŊ⠧ḻɺ̤߱ᄽ˴ἼȮⱧ⻞ȮℶⱓȮℶᷪᾀኽᅞ
ㄇ᱿⪭⪸ːȯ (⣲ὁῃ) )
<handDesc>
༆ợʑ͐ᮢ᱿ሷʃሬ૯Ớㆩ᱿ဎⲩȯ
Module: msdescription
Attributes:
hands
⦦ᆙ߱༆ợʑרᛤᎸ⨯Ӳ᱿ሬ૯≛ːᄲȯ(ɺΤᄮᄲŊᆯʕȵബघȶ)
<handDesc hands="1"> <p>༆ợ᮫᮪˩મહ
ɺːợŊ⠗≛ծ㏝ଡ㕻♀ņుߡञણ
Examples: <handDesc> <handNote
scope="major">Written throughout in
ːㆩણ⦲ውڂŇřʀㅽଅठⵀņ⎡ᖁᄎଞᔪ
<term>angelicana formata</term>.</handNote>
ᮟ⦩ڂŇřɿફ㋂ņుߡञણ⊚Ֆ⦲ውڂŇř
</handDesc>
ଅὥ׆ᓝⵀņⅶ⃥ಓ༬༆ᔪᮟ⦩ڂŇ
ȯ</p>
</handDes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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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Desc hands="2"> <p>The manuscript is written
in two contemporary hands, otherwise unknown, but
clearly those of practised scribes. Hand I writes ff.
1r-22v and hand II ff. 23 and 24. Some scholars,
notably Verner Dahlerup and Hreinn Benediktsson,
have argued for a third hand on f. 24, but the
evidence for this is insubstantial.</p> </handDesc>
<handDesc hands="2"> <handNote xml:id="TSE"
medium="typescript">Authorial typescript
</handNote>
<handNote xml:id="EP" medium="red-ink">Ezra
Pound's annotations</handNote> </handDesc>

ȱ
( ㆊఊ⮅ውࢊبȲŊߡἼשᢕञણߧሬ㈀Ř
᮪˩ᄽಝȯ)
<handDesc hands="1"> <p>༆ợ᮫᮪˩મહ
ɺːợŊ⠗≛ծ㏝ଡ㕻♀ņుߡञણ
ːㆩણ⦲ውڂŇřʀㅽଅठⵀņ⎡ᖁᄎଞᔪ
ᮟ⦩ڂŇřɿફ㋂ņుߡञણ⊚Ֆ⦲ውڂŇř
ଅὥ׆ᓝⵀņⅶ⃥ಓ༬༆ᔪᮟ⦩ڂŇ
ȯ</p>
</handDesc>
ȱ
( ㆊఊ⮅ውࢊبȲŊߡἼשᢕञણߧሬ㈀Ř
᮪˩ᄽಝȯ)
<handDesc hands="2"> <handNote
xml:id="TSE" medium="typescript">̳≛༌
ợ</handNote>
<handNote xml:id="SM" medium="red-ink">ɿ
ᕜ᱿⥘⤟</handNote> </handDesc>

<handList>
ծؐɺ₇Ӭሬ૯≛Ҁ₪ŊӬӛ͗ᄽ˴ʑʃ᱿ሬ૯≛ȯ
Module: transcr

<handNote> (note on hand ሬ૯᧚)
ဎⲩ߱༆ợʑרᆙㆴⲅ⨯ӛ᱿᧚ᔢㆺጁሬ૯༆ᘍȯ
Module: msdescription
Attributes:
scribe
ဏͧ⡕⦓હᣅ⪭⪸⥿ሬ૯༆ᘍ᱿༯૯≛ờҢ˟⨯ӲὪᷪȯ(˶̬ờ)
script
ഐૌ⥿ሬ૯༆ᘍ᱿᧚ᔢώ⭤ሬ૯ㆺጁ᱿᧚ඖŊ͛ॖ⑽ሬ㋤ञȮ⺁ᦹ֬ӽȮ ᘍಟȮ∑ञӴ
ᄽᾀȯ
medium
ဎⲩ⏨ᅆࣘᖛỚㆩŊ͛ॖ፟⏨ŊҢ˟ሬ૯˛Ŋ͛ॖώȯ
scope
྆ᆙ⥿ሬ૯༆ᘍ߱༆ợʑ͐ᮢ᱿ߣȯ
଼ඖϊᛤ܈:
sole
༆ợʑરҚ͐ᮢᔍሬ૯༆ᘍ
major
༆ợʑञⵒӠ͐ᮢᔍሬ૯༆ᘍ
minor
༆ợʑϵᦲᮢᔍሬ૯༆ᘍ
Example: <handNote scope="sole"> <p>Written in
<handNote scope="sole"> <p>˫ㆩ̙ଅῆ
insular phase II half-uncial with interlinear Old English
㋤ሬ૯Ŋ⠗⿵ሷ˫をሬ૯ໞ᱿מᄽȯ</p>
gloss in an Anglo-Saxon pointed minuscule.</p>
</handNote>
</ha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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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Shift>
ᐻ⥆Ⳑ↲ᄽʑⱧဘሬ૯≛᱿আŊᆯɺΤ༯૯డ̳᱿আȯ
Module: transcr
Attributes:
new
⠧ḻᅘ᱿ሬ૯≛ȯ(ൕㅱᆯᄽ˴ᐻㆊ⡹ઽب᱿ː⨯ڂӲὪᷪʠɺ (⣲ὁῃ ) ȯ)
style
⦦ᆙ⨯Ӳ᱿ሬ૯ㆺጁȯ(˶̬ဎⲩඖ᱿ờŊ͛ॖ⑽ሬ㋤ञȮ⺁ᦹ֬ӽȮ ᘍಟȮ∑ञӴ
ᄽᾀȯ)
ink
ဎⲩ⏨ᅆࣘᖛỚㆩŊ͛ॖ፟⏨ȯʬרᮢ͗⦦ᆙሬ૯˛Ŋ͛ॖώȯ
writing
ဎⲩҢ˟ώ⭤᧚ඖȮҢᆯሬ૯⫨ٴ〦᧚ඖȯ
଼ඖϊᛤ܈:
shaky
ώ⭤ㆳ༽
thick
ώᯉⰱ⁏
regular
ɺ⎷ሬ૯
resp
྆ӛ⪭⪸ᷨ⦓ሬ૯≛ᄊ⩐᱿ℶ≛Ⱨ⻞≛ȯ
(ൕㅱᆯᄽ˴ᐻㆊ⡹ઽب᱿⨯ӲὪᷪŊ⠧ḻɺ̤߱ᄽ˴ἼȮⱧ⻞ȮℶⱓȮℶᷪᾀኽᅞㄇ᱿⪭⪸
ːȯ(⣲ὁῃ) )
<head> (heading ᐻ㆛)
ծؐ˶̬Ớㆩ᱿ᐻ㆛ŊॖὁῃȮӬ⠧Ȯ⥱എ⠧Ȯ૯ဎⲩᾀ᱿ᐻ㆛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type
ᐻ⥆≛⎊ר⠗ᮢ˶̬ᅞᘍ૽ᐻ㆛Ӡㆩȯ(͐רᮢ⎊⠗હ∑᱿ɺ〦⼫ŊҢ˩⠧᱿า∑ൕㅱ߱ᐻ
ㆊ⡹⥘ᆙȯ)
<div1 n="I" type="book"> <head>ɿߡរ
∑</head>
Examples: <div1 n="I" type="book"> <head>In the
<list> <head>ߊ׳ᐻ㆛</head> </list>
name of Christ here begins the first book of the
<div2 type="section"> <head>Ὦɺߊ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Georgius Florentinus, known as
Gregory, Bishop of Tours.</head>
ૈጆߤ⪄ቹɿ∑ ᅕ㓳య゛㈪ἼԼ
<list> <head>Chapter-Headings</head></list>
</head>
<div2 type="section"> <head>In the name of Christ here <p>ញញᖶቺⳊᖛŊᙰ␕ᚾᲵ゛ȯᆯ
begins Book I of the history.</head>
ໞᄜⱧㆊἇȯ
ヾୀͩ⎡߱ŊӒಙऔ
<p>Proposing as I do ...</p>
ぬȯ
ᱺᱹឌᑉᖶᛦʀŊ᳖Ạሶ
<p>From the Passion of our Lord until the death of Saint
ᆨㆺȯɺइⶮ۹ⳏȯ˚מघଇʶŊⵣ
Martin four hundred and twelve years passed.</p>
<trailer>Here ends the first Book, which covers five
ˡ⦹ʑȯ</p>
thousand, five hundred and ninety-six years from the
<p>⥾⦦टʁञ՛ŊӠʝൕŊʝൕ
beginning of the world down to the death of Saint
ӠȯشɼߡӠᦩŊ౼ҘʹẰȯ...</p>
Martin.</trailer> </div2></div1>
<trailer>ɿːᄗʴ┷֟ߊ૬ȯ֟ۊɿː
ଡ̬⊚ȯ᪐ോሦŘᱺ⯿ȯ...ᯃὀ┷֟ඖ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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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ŊʈؑʁᄽӠ⤟ȯ</trailer> </div2>
</div1>
( ⇵⪷ʑŊȳɿߡរ∑ȴȯ)
ぜʴଇᄲ᧚͛ŊⳐ⥱ࠀᮢᅠሷ⧄ⲩŊ
͛ॖဎⲩȮ⥆ᄝȮ〪ⲩȮ⧄⦦ȯ<list
type="simple"> <head>Ⳑ⥱</head>
<item>ʀⲩ᱿</item>
<item>ߌᔍ</item>
<item>߱…᱿ଃㄇ</item>
<item>ᕗⶑᅠ</item>
<item>Ҫᓝ</item>
<item<!-- ... --></item> </list>

With a few exceptions, connectives are equally useful in
all kinds of discourse: description, narration, exposition,
argument. <list type="simple">
<head>Connectives</head>
<item>above</item>
<item>accordingly</item>
<item>across from</item>
<item>adjacent to</item>
<item>again</item>
<item<!-- ... --></item> </list>

<headItem> (heading for list items Ӭ⠧ㅮᲿ᱿ᐻ㆛)
ծؐ⥱എӬ⠧ᐉㆩ̙᱿Ӭ⠧ʑㅮᲿ⥘⤟ᓌ̤᱿ᐻ㆛ȯ
Module: core
⳧ʽ߈⳥ՒŊʑߡᄽણ⎊ᄽ⤵ᄽᱹଭᣅ
Example: The simple, straightforward statement of an
ᱺ⥾ᄽȯ <list type="gloss"> <headLabel
idea is preferable to the use of a worn-out expression.
rend="small caps">ᄽ⤵ᄽ</headLabel>
<list type="gloss"> <headLabel rend="small
<headItem rend="small caps">ᱺ⥾ᄽ
caps">TRITE</headLabel>
</headItem>
<headItem rend="small caps">SIMPLE,
STRAIGHTFORWARD</headItem>
<label>ᖴ</label>
<label>bury the hatchet</label>
<item> ̷</item>
<item>stop fighting, make peace</item>
<label><؟/label>
<label>at loose ends</label>
<item>ໟ</item>
<item>disorganized</item>
<label>ഢ</label>
<label>on speaking terms</label>
<item>friendly</item>
<item>˟</item>
<label>fair and square</label>
<label>ᦲⱏ</label>
<item>completely honest</item>
<item>̷Ω</item>
<label>at death's door</label>
<label>؟ᾀ</label>
<item>near death</item> </list>
<item>ໟΩ</item> </list>

<headLabel> (heading for list labels Ӭ⠧ᐻ
ծؐ⥱എӬ⠧ᐉㆩ̙᱿Ӭ⠧ʑᐻ

᱿ᐻ㆛)

૾ሷ⥱ᓌ̤᱿ᐻ㆛ȯ

Module: core
<height>
ᗺ┮⎞ሬ⋹౹⠗᱿Ⱗℬ⸇ӛ᱿ᛵ⸇ϊ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height unit="in" quantity="7"/>

<height unit="in" quantity="7"/>

<heraldry>
ծؐɺΤₕὁણ᱿⣳⥱എŊⳇᆯ⡶Ȯഐₕὁᾀ᱿ɺⵒӠ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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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p>Ownership stamp (xvii cent.) on i
recto with the arms <heraldry>A bull passant
within a bordure bezanty, in chief a crescent for
difference</heraldry> [Cole], crest, and the
legend
<q>Cole Deum</q>.</p>

<p>Դㄩᔌㄇ᱿˅גキഈӝד፡᎘ᑋ⸉ォ⫅␕
ߧጊᣅᗤᣏ߸いཚ̑᪗ߡ᱿ₕὁȯ☾⏨⃝లक
ᲬŊ⿓ሷ⸉⏨˅גキഈӝד፡᎘ᑋߧጊȯ</p>
(いཚ̑ᵬԴŊߡ㈀Řްᛌⅶ⃥ᄽȯ)

<hi> (highlighted ㆴᲿᐻḻ)
ᐻ⦒Ңࠣक⤐ʀُⳕ⳼ᄽሷ֒Ӳ᱿⥱Ŋ̟ʃ྆ӛㆴᲿߌ׆ȯ
Module: core
Example: <hi rend="gothic">And this Indenture
further witnesseth</hi> that the said
<hi rend="italic">Walter Shandy</hi>, merchant,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said intended marriage ...

ໟ᱿҅ᮝബרฏᆯɺΤ<hi rend="italic">कߡː
</hi>ȯⳆᑂ͗ờ⎊كన᱿҅ᮝʃ҉ሷ
<hi rend="bold">क</hi>᱿ⳬػŊ̟ᆯߌᣅ⦝
ᄽُㆺΈ߱ߡ׳ʠ⿵ᶸሷञʃʠ⚠ŊໟΩ
᱿ফᮝᙙʬ૪߱ሷ⥓घᤀᘍҠⳇ᱿߸ᅞȯ...
(ɿᕜŊȱᗤអʑ᱿㇝ಐȲŊȳ႔ٻཚ᱿ᄑʶȴȯ )

<history>
ֈゝဎⲩ༆ợ༆ợⵒӠરᄮᔕ᱿Ҁ₪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history> <origin> <p>Written in
Durham during the mid twelfth century.</p>
</origin>
<provenance> <p>Recorded in two medieval
catalogues of the books belonging to Durham
Priory, made in 1391 and 1405.</p>
<p>Given to W. Olleyf by William Ebchester,
Prior (1446-56) and later belonged to Henry
Dalton, Prior of Holy Island (Lindisfarne) according
to inscriptions on ff. 4v and 5.</p>
</provenance>
<acquisition> <p>Presented to Trinity College in
1738 by Thomas Gale and his son Roger.</p>
</acquisition> </history>

<hom> (homograph ഐ∑ᯌ)
ֈゝⲆጻʑɺΤഐ∑ᯌ᱿〦⫏⤻ȯ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entry> <form> <orth>bray</orth>
<pron>breI</pron> </form>
<hom> <gramGrp> <pos>n</pos>
</gramGrp>
<def>cry of an ass; sound of a trumpet.</def>
</hom>
<hom> <gramGrp> <pos>vt</pos>
<subc>VP2A</subc> </gramGrp>

<history> <origin> <p>ሱᅽ᮫ⲣ┤≛˫ፐᄽ
༆૯ȯ</p> </origin>
<provenance> <p>ര᮫ⓢဏⳭၷЗ⃛ඎẈ
ోŊҪ᮫ଅ⸆ॸઈᅠמटᲁ֓ɼ౺ņ⣫Ҁ
609 ౺ŇЗҘᅺȯ</p>
<p>ᛍްُଋᅠ 1694 ౺˫ፐᄽሌ㋤༆૯༯
⻞ȯ</p>
<p>ỦՐņMax MullerŇᅠ 1884 ౺Ⱨ૯ໞटࡆ
㋤⇵ד㈸ཾㅠŊЗ⎏ᓿ⇾ߡȯ</p>
</provenance>
<acquisition> <p>ᄇ♀ᅠቺˊ֢㈀ȯ</p>
</acquisition> </history>
(ᅺᘍひૹ⪫┤ൔ (Wikipedia Sept 2008))

<entry> <form> <orth>૽</orth>
<pron>jiang4</pron> </form>
<hom> <gramGrp> <pos></pos>
</gramGrp>
<def>Ⰺべř༬♊ѭ⏦᱿ːȯ</def> </hom>
<hom> <gramGrp> <pos>Ւ⥱</pos>
<subc><ד/subc> </gram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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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make a cry or sound of this kind.</def>
</hom> </entry>

<def>⃥᪓Ⰺぶ</def> </hom> </entry>

<hyph> (hyphenation ⳐὪ⚦)
ծؐɺΤᐻ㆛᱿ⳐὪ⚦ഐೣŊ≛˫Ң˟ഐೣا᱿ⳐὪ⚦⫏⤻ȯ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entry> <form>
<entry> <form> <orth>ㅠ</orth>
<orth>competitor</orth>
<hyph>( ߌឤᤀᘍ˫ⳐὪ⚦བྷ⤟Ŋᄑʃဏ
<hyph>com|peti|tor</hyph>
ͧ͛ȯ)</hyph>
<pron>k@m"petit@(r)</pron> </form>
<pron>yin</pron> </form> </entry>
</entry>

<hyphenation> (Hyphenation ⳐὪ⚦)
Ꮥⲩ͗ᄽ˴⡹᱿ⳐὪ⚦߱ヅઈջ᱿ᦹʑᆯॖ̬⡕⚠᱿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eol
྆ӛ⠗ⳐὪ⚦ᆯ؋߱ᄽʑ⡕Ύᮽȯ
଼ඖϊᛤ܈:
all
Ύᮽሷ⠗ⳐὪ⚦Ŋ֯͐׆ᄽʑ᱿ʃ⡕Ύᮽȯ
some
⠗ⳐὪ⚦߱ኽˀᗼʁ⡕Ύᮽȯ
hard
ሷⰖㅠ᱿⠗ⳐὪ⚦ᲀ⡕ẼぜŘ˶̬Ԙʁ᱿⠗ⳐὪ⚦ະ⥿⡕Ύᮽȯ
none
ሷ⠗ⳐὪ⚦ᲀ⡕ẼぜŘԘʁ᱿ᆯ⠗ʑӛ᱿⠗ⳐὪ⚦ȯ
Example: <hyphenation eol="some">
<hyphenation eol="some"> <p>⠗ⳐὪ
<p>End-of-line hyphenation silently removed where
⚦Ŋൕ⣬ᆹ˫רẼぜȯ</p> </hyphenation>
appropriate</p> </hyphenation>
<ident>
ծؐɺΤ͐ᮢᔌೣ⦝⤵᱿ኽỚ˴᱿⨯ӲὪᷪờȯ
Module: tagdocs
Example: <ident
type="namespace">http://www.tei-c.org/ns/Exa
mples</ident>

<ident
type="namespace">http://www.tei-c.org/ns/Exa
mples</ident>

<idno> (identifying number ⨯Ӳ˩ᷪ)
ဏͧ˶̬ᮢ͗⨯ӲሬᲿㅮᲿ᱿ᐻᐻℶᷪ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type
⠧ᆙℶᷪ᱿ỚㆩŊ͛ॖߡもᐻሬ⚦ (ISBN) Ң˟ᐻ₇Ӭℶᷪȯ
(ɺΤờⅧ૯Ŋ⠧ḻဏͧ᱿⨯Ӳ˩ᷪㆩࠣ (͛ॖ ISBNȮLCCN) 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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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idno type="ISSN">0143-3385</idno>
<idno type="OTA">116</idno>

<idno type="ISSN">0143-3385</idno>
<idno type="OTA">116</idno>

<if>
હ∑ɺΤԼ⋱᱿ጻ˴ㅷ⥑ϊř⥿ጻ˴⡕྆ᆙᣅɺΤԼ⋱ᐉŊʈ߱ト⣬ㅷ⥑ϊ᱿ᄽʑծؐ⥿
Լ⋱ᐉᆹŊԅ⠧ḻጻ˴Ὢȯ
Module: declarefs

<iff>
֒Ӡጻ˴ُҀ₪ bicond ⡹᱿ኞȯ
Module: declarefs
<imprimatur>
ծ̳ؐٴӛᦹ᱿ᔌೣ࿙ᓏ⊖ᆙŊሷᆹൕㅱӛ߱㆛ㅪוㅪʀȯ
Module: textstructure
Example: <imprimatur>Licensed and entred acording <imprimatur>ᦹᓏሷ ≒֬ൕἄ
to Order.</imprimatur>
</imprimatur>
<imprint>
ֈゝሬᲿㅮᲿ᱿ӛᦹᱹ⠗〦⫏⤻ȯ
Module: core
Example: <imprint>
<pubPlace>Oxford</pubPlace>
<publisher>Clarendon Press</publisher>
<date>1987</date> </imprint>

<imprint> <pubPlace>㈭ᛸ</pubPlace>
<publisher>ᲁҴ</publisher>
<date>2005</date> </imprint>

<incipit>
ծؐ༆ợㅮᲿʑ᱿⬚আ⦝Ŋ֯ᄽὉ᱿⬚আ⦝Ŋʃծ⋱רӛ߱ʠԊ᱿ྈ⦝Ŋʏ˫҂Ӡ᱿ᄽ
͗᩸⨯Ӳ⥿̳ٴřᅽቅŊⳆỚ⬚আ⦝ᮢᣅ̳ٴ᱿ᤫאడңŊӛ߱ᐻ㆛ⵒ˷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incipit>Pater noster qui es in celis</incipit>
<incipit defective="true">tatem dedit hominibus
alleluia.</incipit>
<incipit type="biblical">Ghif ons huden onse dagelix
broet</incipit>
<incipit>ञણʠⳬ߱ᆙᆙോ</incipit>
<incipit>O ongehoerde gewerdighe christi</incipit>
<incipit type="lemma">Firmiter</incipit>
<incipit>Ideo dicit firmiter quia ordo fidei nostre probari
non potest</incipit>
<index> (index entry €೧ㅮᲿ)
ᐻ⦒ɺΤߌኽỚᲿ᱿≟⡕€೧᱿̤⇦ȯ
Module: cor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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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s:
indexName
ဏͧ⥿€೧ㅮᲿ଼€೧ờȯ(Х⃥᮫ɺᷪ֠હ (Unicode) Ὢ⚦ໞ᱿ະᮢ૾ሷờȯ)
ⳬඎบ᱿ʙ⣬˩⠧ᣅ≘ઈȯ <index
indexName="NAMES"> <term>≘ઈ</term>
Example: David's other principal backer, Josiah
ha-Kohen <index indexName="NAMES">
</index>ቦ≸Ŋ̑ぬŊሷː⦦בờ≘
<term>Josiah ha-Kohen b. Azarya</term>
⊁ȯ߱З⦦ʑŊ≘ઈɺᮝʁ͗ᆹŊଔңሷᱺ⏨
</index> b. Azarya, son of one of the last gaons of
᱿᳔ᕜד㌇ઈŊ˫⡕ര͗ờᣅ≘ઈȯЗᮝ
Sura
ᙙ߱ᆨẠᆹቅȯ
<index indexName="PLACES">
<index indexName="eras"> <term>ᆨẠᆹቅ
<term>Sura</term> </index> was David's own
first cousin.
</term> </index> ┮ሷȳⳬോȴŊᆯʑߡ
┮˩מඎบȯ

<iNode> (intermediate (or internal) node ʑ⿵ (ҙⵒ) ῃ㔄)
⠧ḻɺΤᑋᨊᐉ᱿ʑ⿵ (ҙⵒ) ῃ㔄ȯ
Module: nets
Attributes:
value
ဏͧɺΤʑ⿵ῃ㔄ϊŊ⥿ῃ㔄ᣅɺΤԼ⋱ᐉҢ˟ӠኔҀ₪ȯ(ɺΤԼ⋱ᐉҢ˟ӠኔҀ₪᱿
ሷᄓ⨯ӲὪᷪȯ)
children
ဏͧʑ⿵ῃ㔄᱿ઈῃ㔄ʠҀ₪⨯ӲὪᷪӬ⠧ȯ(⨯ӲὪᷪӬ⠧ȯ)
parent
ဏͧʑ⿵ῃ㔄᱿キ⤃ῃ㔄᱿Ҁ₪⨯ӲὪᷪȯ(キ⤃ῃ㔄᱿⨯ӲὪᷪȯ)
ord
⦦ᆙҙⵒῃ㔄ᆯ؋ᄮ㕑Ӭȯ
follow
ဏͧᔍῃ㔄ଜら᱿Ҁ₪⨯ӲὪᷪȯ(ᑋᨊᐉʑנɺΤʑ⿵ῃ㔄┤᱿⨯ӲὪᷪȯ)
outDegree
ʑ⿵ῃ㔄᱿कӠᄄಙŊ֯ᣅҢઈῃ㔄᱿ᄲ⸇ȯ(ɺΤ⪭ᄮᄲȯ)
Example: <iNode xml:id="pt1"
<iNode xml:id="pt1" children="#GD-UP1"
children="#GD-UP1" parent="#GD-VB1"
parent="#GD-VB1" follow="#GD-PN1"
follow="#GD-PN1" outDegree="1">
outDegree="1"> <label>PT</label>
<label>PT</label> </iNode>
</iNode>

<institution>
ծؐɺΤↈờŊ͛ॖञણߧሬ㈀Ŋ༆ợ଼ᅠ⥿ↈŊⳇᆯ༆ợ߱߸ȯ
Module: msdescription

<interaction>
ဎⲩᄽԡ̳≛⎞㋤㊹≛ʠ⿵ʻՒ〦᱿⣳Ȯࡣᄲُ᧚ඖŊ͛ॖߊະ݂Ȯ⥫⧄ᾀȯ
Module: corpus
Attributes:
type
⦦ᆙᄽʑʙՒ⎞⡕Ւ≛⎞אʠ⿵᱿ʻՒỄಙ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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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ඖϊᛤ܈:
none
ᤀ˶̬ʻՒŊ͛ॖ᩸ᱺ
partial
ኽỚỄಙʀ᱿ʻՒŊ͛ॖңሷ⋍ᇓߊະ᱿᩸ᱺ
complete
રҚඖ᱿ʻՒŊ͛ॖㄇଃㄇ˅⦹
inapplicable
Ⳇㅮ᧚ඖ߱ᔍʃ⳺ᯍʃ⳺ᮢ
active
⦦ᆙԡ̳ᄽⵒ˷ҙૌ᱿ʙՒ( ≛⎞אЗⳭ≛) ᱿ːᄲȯ
଼ඖϊᛤ܈:
singular
ɺ̤ЗⳭ≛
plural
घ̤ЗⳭ≛
corporate
ゝ㋤ЗⳭ≛
unknown
ЗⳭːᄲቍᵧቍ྆ᆙ
passive
⦦ᆙᄽҙૌ᱿⡕Ւ( ≛⎞אᄇ≛) ᱿ːᄲŊ⡕Ւ֯≛⎞אᣅᄽᮟᮝا᱿ଃ⩽ȯ
଼ඖϊᛤ܈:
self
ᄽҙૌЗ⃛׆ԡ̳≛Ŋ͛ॖᅺ⥆
single
ᄽҙૌЗ⃛נɺΤːŊ͛ॖẜːΒ˴
many
ᄽҙૌЗ⃛ɺ∌ːᄲ⤺ר᱿ଃ⩽Ŋ͛ॖ⯿≛⎞אӠᲀᆙᷨ᱿ɺࢍଃ⥾
group
ᄽҙૌЗ⃛ɺ∌⯿Ӡʃᆙ̟ᷨːᄲߗહ᱿≛⎞אŊ͛ॖ࿙⦩
world
ᄽҙૌЗ⃛᳷घ⯿ӠʃᆙᷨȮᄲ⸇ˇʃߗહ᱿≛⎞אŊ͛ॖӛᦹ᱿ሬ‣
Examples:
<interaction type="complete" active="plural"
<interaction type="complete" active="plural"
assive="many"/>
passive="many"/>
<interaction type="none" active="singular"
<interaction type="none" active="singular"
passive="group"/>
passive="group"/>
<interp> (interpretation ⤟⸃)
ᐻᆙُኽɺᄽᕀⳐ᱿᧚હ⤟⸃ඖ⥘⸃ȯ
Module: analysis
Example: <interp
type="structuralunit">aftermath</interp>
<interpGrp> (interpretation group ⤟⸃∌)
ֈゝɺ₇ӬңሷҠ˶Ֆㆩࠣ᱿〦⤟⸃ȯ
Module: analysis

<interp type="ᕀ┛ከᐉ">ଞ</int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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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interpGrp resp="#TMA"
type="structuralunit"> <interp
xml:id="I1">introduction</interp>
<interp xml:id="I2">conflict</interp>
<interp xml:id="I3">climax</interp>
<interp xml:id="I4">revenge</interp>
<interp xml:id="I5">reconciliation</interp>
<interp xml:id="I6">aftermath</interp>
</interpGrp>
<bibl xml:id="TMA"> <!-- bibliographic citation for
source of this interpretive framework --></bibl>

<interpGrp resp="#TMA" type="ᕀ┛ከᐉ
"> <interp xml:id="⥘ 11"></interp>
<interp xml:id="⥘ I2">⠢Ἄ</interp>
<interp xml:id="⥘ I3">㋧ៜ</interp>
<interp xml:id="⥘ I4">ു˗</interp>
<interp xml:id="⥘ I5">⦲ُ</interp>
<interp xml:id="⥘ I6">ଞ</interp>
</interpGrp>
<bibl xml:id="TMA"> <!-- ⥘ᆙ⫏ᅆ͗
--></bibl>

<interpretation>
྆ӛぜʴⱧ⻞ʠकŊᄽ˴ʑԽҘڊˀӠኔඖ⥼⸃ඖ᱿⫏⤻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interpretation> <p>The part of speech
<interpretation> <p>Ὦ߈ῃⵒ˷⤵⦦Ӡኔᆯ
analysis applied throughout section 4 was added by
༆૯Խʀ᱿Ŋଋቍᒑውȯ</p>
hand and has not been checked</p>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item>
ծؐӬ⠧ʑ᱿ɺΤㅮᲿȯ
Module: core
Example: <list type="ordered"> <head>Here
begin the chapter headings of Book IV</head>
<item n="4.1">The death of Queen Clotild.</item>
<item n="4.2">How King Lothar wanted to
appropriate one third of the Church
revenues.</item>
<item n="4.3">The wives and children of
Lothar.</item>
<item n="4.4">The Counts of the Bretons.</item>
<item n="4.5">Saint Gall the Bishop.</item>
<item n="4.6">The priest Cato.</item>
<item> ...</item> </list>

<list type="ordered"> <head>˫ʁᣅὮɿⵒ
˷᱿׳Τὁῃᐻ㆛</head>
<item n="3.1">ː᱿⿀⫝</item>
<item n="3.2">ῃ᱿⿀⫝</item>
<item n="3.3">᭔ࣀ᱿⿀⫝</item>
<item n="3.4">ʙ㆛᱿⿀⫝</item>
<item n="3.5">⦝⤵᱿⿀⫝</item>
<item> ...</item> </list>
(㌵㇟Ŋȳଅ⦦⿀⫝ҘȴŊשռŘ┋ֱᐵŊ
1999ȯ)

<iType> (inflectional class ତ༿⩐ջỚㆩ)
྆ᆙ܈᱿ତ༿⩐ջỚㆩȯ
Module: dictionaries
Attributes:
type
ト⣬֒Ӳሧ༿⩐ջỚㆩ᱿ɺ⎷Ⅷ૯྆ᐻ (͛Řinv) ˫דҢ˟྆ᐻŊЭᆯ⥱ഐ⩐ջᑁೣ᱿᧚ᔢ˩ᷪ
ᾀŊԅ߱ᔍ⦦ᆙ྆ḻᐻ⥆ㆩࠣȯ
଼ඖϊᛤ܈:
abbrev
Ⅷ૯྆ᐻ
verbTable
Ւ⥱⠧᱿ℶᷪᤫא
Example: <form> <orth>horrifier</orth>
( ߌឤ⦝ᤀՒ⥱᱿⦝ଜ⩐ջŊᄑʃ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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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n>ORifje</pron>
<iType type="vbtable">7</iType> </form>

͛ȯ)

<join>
ᐻᆙᄽʑ⋱ר᱿ʃરᄮӠԟŊ྆ᐉໞᔍʃરᄮӠԟ᱿⋱רʃⳐҀ₪ȯ
Module: linking
Attributes:
targets
ᐻᆙ⎞ɺΤ⚣ბҀ₪Ⳑ᱿Ҁ₪ᕀ┛⨯ӲὪᷪȯ(қΤघΤ྆ᐻ (⃥ɺ⫏⨯ӲὪ URIs) Ŋ
ʑ⿵˫ἇᱺ⼫ぽȯ)
result
྆ӛɺΤᅜ⥿Ҁ₪ゝ˩⠧᱿Ҁ₪ờȯ(߱ሷ DTD ʑ᱿Ҁ₪ⳇᮢ⨯ӲὪᷪȯ)
scope
྆ӛ⡕Ⳑ᱿Ჿᐻᆯ؋ծؐ྆Ҁ₪᱿રᄮⵒ˷ (રᄮᑋᨊߧծؐዾῃ㔄) ŊХծؐ⥿Ჿᐻ᱿ઈ
Ҁ₪ (ᑋᨊӠᄄⵒ˷) ȯ
଼ඖϊᛤ܈:
root
଼᮫ඖ target ྆ᆙȮңዾῃ㔄᱿ᑋᨊߧഢᔍⳐŊᕓΤᑋᨊߧໞᣅ⥿Ⳑᮟᮝʠ⚣ბҀ
₪᱿ઈҀ₪ȯ
branches
଼᮫ඖ target ྆ᆙ᱿ᑋᨊߧ᱿ઈҀ₪ໞᣅ⚣ბҀ₪᱿ઈҀ₪ (͛ॖ࿁ᑋᨊߧ᱿ዾῃ㔄) ȯ
<sp> <speaker>̆</speaker>
Examples: <sp> <speaker>Hughie</speaker>
<p>㓯ᑂʴŝ<q> <l xml:id="frog_x1">
<p>How does it go? <q> <l
عȮعȮ<ع/l>
xml:id="frog_x1">da-da-da</l>
<l xml:id="frog_l2">ሷᅘ͗᱿ヾ⛾</l>
<l xml:id="frog_l2">gets a new frog</l>
<l>...</l> </q> </p> </sp>
<l>...</l> </q> </p> </sp>
<sp> <speaker>Louie</speaker>
<sp> <speaker>⭰ᆞ</speaker>
<p> <q> <l xml:id="frog_l1">When the old
<p> <q> <l xml:id="frog_l1">˫Ԋ᱿ᖷࢤ
pond</l>
</l>
<l>...</l> </q> </p> </sp>
<l>...</l> </q> </p> </sp>
<sp> <speaker>Dewey</speaker>
<sp> <speaker>ⲥ</speaker>
<p> <q>... <l xml:id="frog_l3">It's a new pond.</l>
<p> <q>... <l xml:id="frog_l3">ሷᅘ᱿ᖷࢤ
</q> </p>
</l> </q> </p>
<join targets="#frog_l1 #frog_l2 #frog_l3"
<join targets="#frog_l1 #frog_l2 #frog_l3"
result="lg" scope="root"/> </sp>
result="lg" scope="root"/> </sp>
<p>Southern dialect (my own variety, at least) has only <p>שᢕ⨿ᣅ<list xml:id="LP1"> <item>
<list xml:id="LP1"> <item> <s>I done gone</s>
<s>⏯✭⒛᱿ᯌบʊ᮹</s>
</item>
<item> <s>I done went</s> </item> </list> whereas </item></list> ř㈭ᛸ⨿̳
<list xml:id="LP2"> <item> <s>ट͐⇾㓚
Negro Non-Standard basilect has both these and
</s> </item> </list>ȯ</p>
<list xml:id="LP2"> <item> <s>I done go</s>
</item> </list>.</p>
<p>ʑߡञなԅᣅ<list xml:id="LP3">
<p>White Southern dialect also has <list
<item> <s>いጪ㓚᱿म।<⳥ل/s>
xml:id="LP3"> <item> <s>I've done gone</s>
</item> </list>ȯ</p>
</item>
<join result="list" xml:id="LST1"
<item> <s>I've done went</s> </item> </list>
targets="#LP1 #LP2 #LP3"
which, when they occur in Negro dialect, should
scope="branches"> <desc>ヅഛ Le Fabuleux
probably be considered as borrowings from other
Destin d'Amélie Poulain ᱿ʑᛸ⨿ש
varieties of English.</p>
</desc> </join>
<join result="list" xml:id="LST1" targets="#LP1 #LP2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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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3" scope="branches"> <desc>Sample sentences in
Southern speech</desc> </join>
<joinGrp> (join group Ⳑ∌)
ֈゝɺ∌ⳐҀ₪⎞྆⋱רᐻȯ
Module: linking
Attributes:
result
ဎⲩᔍゝʑֈゝ᱿Ⳑኞȯ(ဏͧ⥿ゝʑᕓΤҀ₪ join ᱿଼ඖ result ᱿ㅷ⥑଼ඖϊȯ)
Example: <joinGrp domains="zuitxt zuitxt zuitxt"
<joinGrp domains="zuitxt zuitxt zuitxt"
result="q"> <join targets="#zuiq1 #zuiq2
result="q"> <join targets="#zuiq1 #zuiq2
#zuiq6"/>
#zuiq6"/>
<join targets="#zuiq3 #zuiq4 #zuiq5"/>
<join targets="#zuiq3 #zuiq4 #zuiq5"/>
</joinGrp>
</joinGrp>
<keywords>
ծؐᐻᆙᄽ˴ʙ㆛ඖ⫨᱿〦⼫⥱⥱Ӭ⠧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scheme
ᐻᆙ〦〦⼫⥱͐ᮢӷ᱿⥱എߣȯ(ⳇሳ྆ӛ₊⻞⥿ᐻ᱿कⵒℐἿ≛Ң˟̤⇦ȯ)
<keywords
Example: <keywords
scheme="http://classificationweb.net"> <list>
scheme="http://classificationweb.net"> <list>
<item>ቦᱺ</item>
<item>Babbage, Charles</item>
<item>Mathematicians - Great Britain <item>⥸ː -  ˩ڥ- З⥆</item> </list>
Biography</item> </list> </keywords>
</keywords>
<kinesic> (Non-vocalized quasi-lexical ᱹ⊖᱿ㆩ⥱എ)
˶̬ᝄⳇ⩽Ŋቍൕᆯ⦦ם⠧ⳭŊ͛ॖ༆՛ȮᲝ᳔ᾀȯ
Module: spoken
Attributes:
iterated
྆ӛ⥿⩽ᆯ؋⸅⢒ᱹᮝȯ
Example:
<kinesic dur="PT1.5S" iterated="true"
<kinesic dur="PT1.5S" iterated="true"
type="reinforcing"> <desc>ԻᆈᲰ߸㔄ㆊ
type="reinforcing"> <desc>nodding head
</desc> </kinesic>
vigorously</desc> </kinesic>
<l> (verse line ⥸⠗)
ծؐ⥸ᄽ᱿ɺ⠗Ŋʬ⥓ᆯʃરᄮ᱿⥸⠗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part
⦦ᆙ⥸⠗᱿ㅥയ⠧ᆯ؋રᄮȯ
଼ඖϊᛤ܈:
Y
ㅥയ⠧ʃર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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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રᄮቍ⦦ᆙҢરᄮඖ
I
ʃરᄮ⥸⠗᱿⬚আⵒӠ
M
ʃરᄮ⥸⠗᱿ʑᕀⵒӠ
F
ʃરᄮ⥸⠗᱿ὉⵒӠ
Example: <l met="-/-/-/-/-/" part="Y"/>

<l met="౹౹˕˕౹" part="Y"/>

<label>
ծُؐӬ⠧ʑኽㅮᲿ〦⊓᱿ᐻ⚦ř߱⥱എ⠧ʑԅᮢ͗ᐻ⥆⡕હ∑᱿⥱ȯ
Module: core
<list type="gloss" xml:lang="zh"> <head
xml:lang="en">എ</head>
<headLabel xml:lang="zh-cn"> ㋤ʑᄽ
Examples: <list type="gloss" xml:lang="enm"> <head </headLabel>
xml:lang="en">Vocabulary</head>
<headItem xml:lang="zh-tw">ⅺ㋤ʑᄽ
<headLabel xml:lang="en">Middle
</headItem>
English</headLabel>
<label>㣟</label>
<headItem xml:lang="en">New English</headItem>
<item xml:lang="zh-tw">ࢴ</item>
<label>nu</label>
<label>䢓</label>
<item xml:lang="en">now</item>
<item xml:lang="zh-tw">Ꮘ</item>
<label>lhude</label>
<label>㢊</label>
<item xml:lang="en">loudly</item>
<label>bloweth</label>
<item xml:lang="zh-tw">⚠</item>
<item xml:lang="en">blooms</item>
<label>㠺</label>
<label>med</label>
<item xml:lang="zh-tw">Τ</item>
<item xml:lang="en">meadow</item>
<label>ʄ</label>
<label>wude</label>
<item xml:lang="zh-tw">⎞</item>
<item xml:lang="en">wood</item>
<label>awe</label>
<label>䤮吿</label>
<item xml:lang="en">ewe</item>
<item xml:lang="zh-tw">Ⰺぶ</item>
<label>lhouth</label>
<label>ᯛ劔</label>
<item xml:lang="en">lows</item>
<item xml:lang="zh-tw">ᯛ</item>
<label>sterteth</label>
<item xml:lang="en">bounds, frisks (cf. <cit>
<label>䲹</label>
<ref>Chaucer, K.T.644</ref>
<item xml:lang="zh-tw">രឤ<cit> <ref>ӛ
<quote>a courser, <term>sterting</term>as the
ో⠧</ref>
fyr</quote> </cit></item>
<quote>㪳ⲖଅːŊᯛ劔凙⎄Ŋ㪤ᆯ<term>
<label>verteth</label>
䲹</term>˫䤇⣰⠭凚᱿<ߌ׆/quote>
<item xml:lang="la">pedit</item>
<label>murie</label>
</cit></item>
<item xml:lang="en">merrily</item>
<label>㢇</label>
<label>swik</label>
<item xml:lang="zh-tw">݂</item>
<item xml:lang="en">cease</item>
<label>儶䢠</label>
<label>naver</label>
<item xml:lang="zh-tw">⦓ᣅ</item>
<item xml:lang="en">never</item> </list>
<label>公㨕</label>
<item xml:lang="zh-tw">⦞૪</item>
<label>㸀വ</labe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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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ill add two facts, which have seldom occurred in the
composition of six, or at least of five quartos. <list
rend="runon" type="ordered"> <label>(1)</label>
<item>My first rough manuscript, without any
intermediate copy, has been sent to the press.</item>
<label>(2) </label>
<item>Not a sheet has been seen by any human eyes,
excepting those of the author and the printer: the faults
and the merits are exclusively my own.</item> </list>

<list type="gloss"> <label>March 1757.</label>
<item>I wrote some critical observations upon
Plautus.</item>
<label>March 8th.</label>
<item>I wrote a long dissertation upon some lines of
Virgil.</item>
<label>June.</label>
<item>I saw Mademoiselle Curchod — <q
xml:lang="la">Omnia vincit amor, et nos cedamus
amori.</q></item>
<label>August.</label>
<item>I went to Crassy, and staid two days.</item>
</list>

<lacunaEnd>
྆ӛᅠञ⎐રᄮ᱿ᄽᦹʑŊɺΤ⇃ᄽ᱿ታȯ
Module: textcrit
Example: <rdg
wit="#X"><lacunaEnd/>auctorite</rdg>

<lacunaStart>
྆ӛᅠञ⎐રᄮ᱿ᄽᦹʑŊɺΤ⇃ᄽ᱿আȯ
Module: textcrit

<item xml:lang="zh-tw">᪀വ</item>
</list>
ሷ〦ሬ᱿ᦹᓏۊ㆛Ŋໟϝӛ˫ʁқ㔄⊖
ᆙȯ<list rend="runon" type="ordered">
<label>(1)</label>
<item>ቍ࿙ᓏ⥓רŊ⦼խႸ⎊⢒֬ȯ
</item>
<label>(2) </label>
<item>ᔊⲕણ⠛೧ᮢᄽŊᤋ⦼⦀₳ᐻᆙӛ
⚠ȯ</item> </list>
<list type="gloss"> <label>ɺ</label>
<item>˚टᇄʀŊബ॑᱿ሶ҆ȯ ໟʃ⣲˟Ŋ
ᆯɿ֓घ౺ř˚ट⣲ʴŊṘӠकᦱ
൬ȯ...</item>
<label>ʷ</label>
<item>˚टҚᗞሶ҆Ŋໟᵧⳬʃ।ȯᅽʀଅ
ൔӛŊ⬰⪽∥᱿ᳵ⏨͵Ř̙ʢඇໟŊ̙
ʢบેໟȯⴒሷɼҜΤːŊ˅ㆊ≸᱿⩀⧄
ໟŊ...</item>
<label>ɿ</label>
<item>...ໟ≒ᔕɺውŊⳆᔕᗞሷ౺
˩Ŋᔑᔑᅈᅈ᱿ᕓ┤ʀⵣ૯┮“˒∑ⳬോ”Ӓ
Τȯໟᑲ⩲ᴍʃ┮Ŋ˝₳᳖ʴ֚ङŊ༇ഺ
Ⅵ⸄᳖ӛ͗Ŋដⵣ૯┮қΤᆯ<q
xml:lang="zh-archaic">܅ː</q>Ŀሬʀ૯
┮Ⳇ⥓घŊ̞⦦ʴⳆ⥓घ⥾Ŋִⵣ؇
؇᱿ᴉ┮ᳵ᳖ໟȯໟʬᆯːŊ˟Ωบ⣬ײ
ໟʴĿ </item>
<label>Ҟ</label>
<item>㓺ថថ᱿Ŋʃᵧᆯᅺᆯङȯ⬰᱿ᨛ
͗⬚פבʴȯ ᩡઈ̙᱿ӘൔŊҋઈ᱿ඞŊ
ᨖᨮ᱿ᨢᩛŊ…… </item> </list>
(㍇ⲐŊȳᨌːᅺ⥆ ȴȯ)

<rdg wit="T.">䎵</rdg> <rdg wit="ય
Ҁ ᆙ">Ϲ</r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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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 (language name ⦝⤵ờ)
߱⥱ણҢ˟⦝⤵ણ〦⤻ʑဏӷ᱿⦝⤵ȯ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entry> <form><orth>publish</orth> ...
</form>
<etym><lang>ME.</lang>
<mentioned>publisshen</mentioned>,
<lang>F.</lang>
<mentioned>publier</mentioned>,
<lang>L.</lang>
<mentioned>publicare, publicatum</mentioned>.
<xr>See <ref>public</ref>; cf.
<ref>2d -ish</ref>.</xr></etym> </entry>

<entry> <form><orth>̲ぅ</orth> ...
</form>
<etym>ഺ<lang>ፐ⦝</lang>
<term>buddha</term>ЗҘ᱿
<lang>ʑמឤ⦝</lang>ㅠ⨿; </etym>
</entry>

<langKnowledge>
ծؐΤː᱿⦝⤵⦓ᵧᨊ๗Ŋרᮢᄝⲩ᱿ᅞೣҀ₪ langKnown ᱿ጻӬഐೣ͗⠧Ⳮ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tags
ဏͧɺΤघΤሷᄓ᱿྆⦝⤵ᐻ
Examples: <langKnowledge tags="en-GB fr">
<langKnowledge tags="en-GB fr"> <p>ೣ
<p>British English and French</p>
ᄽ⎞ᘍᄽ</p> </langKnowledge>
</langKnowledge>
<langKnowledge> <langKnown tag="en-GB"
<langKnowledge> <langKnown tag="en-GB"
level="H">ೣᄽ</langKnown>
level="H">British English</langKnown>
<langKnown tag="fr"
<langKnown tag="fr" level="M">ᘍᄽ
level="M">French</langKnown> </langKnowledge>
</langKnown> </langKnowledge>
<langKnown> (linguistic competence ⦝⤵⋱Ի)
Τːଃᅠኽ܈ɺ⦝⤵᱿⦓ᵧᨊ๗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tag
ᮢሷᄓ᱿⦝⤵ᐻ ͗⠧ḻ྆⦝⤵ȯ
level
ᮢ˩⚦͗⠧ḻΤːଃ⥿⦝⤵᱿⦓ᵧỄಙȯ
Example: <langKnown tag="en-GB" level="H">British
English</langKnown>
<langKnown tag="fr"
level="M">French</langKnown>

<langKnown tag="en-GB" level="H">ೣ
ᄽ</langKnown>
<langKnown tag="fr" level="M">ᘍᄽ
</langKnown>

<language>
ΤӲᄝⲩᄽʑ͐ᮢ᱿⦝⤵ᓝ⣬⦝⤵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ident
ဏͧɺ⦝⤵˩ᷪŊҢℶᷪᅞೣહ∑߱ RFC 3066 ʑ (Ң₇Ӭʑ) Ŋᮢ͗⨯ӲᔍҀ₪₊⻞᱿⦝⤵Ŋ
ʏ᮫Қࡍ଼ඖ xml:lang ᤫא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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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ge
ᐻᆙ⥿ᄽ͐ᮢᔍ⦝⤵᱿ञ₎ᕗ͛ (˫ҩ⤺) ȯ(ɺΤ˛ᅠ 0 ُ 100 ʠ⿵᱿ᄮᄲ)
<langUsage xml:lang="en-US"> <language
Example: <langUsage xml:lang="en-US">
ident="en-US" usage="75">˩⇾⦝
<language ident="en-US" usage="75">modern
</language>
American English</language>
<language ident="i-az-Arab" usage="20">い
<language ident="i-az-Arab"
ཚ̑ᄽ༆૯᱿ˁࢩཬᤋ⦝</language>
usage="20">Azerbaijani in Arabic
<language ident="x-lap" usage="05">ɺỚ⠗
script</language> <language ident="x-lap"
⥾Ŋ૽ㆊ᱿ઈㅠ⦲⎏ଜŊҪघԽɺΤㅠ
usage="05">Pig Latin</language> </langUsage>
ῃ</language> </langUsage>
<langUsage> (language usage ⦝⤵͐ᮢ)
ဎⲩᄽ˴ʑ͐ᮢ᱿⦝⤵Ȯᓝ⣬⦝⤵Ȯ⦝ࡍȮᅞ⤵ᾀ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langUsage> <language ident="fr-CA"
usage="60">Québecois</language>
<language ident="en-CA" usage="20">Canadian
business English</language>
<language ident="en-GB" usage="20">British
English</language> </langUsage>

<langUsage> <language ident="fr-CA"
usage="60">Խཱྀञ㌩ռ҇ᘍ⦝
</language>
<language ident="en-CA" usage="20">Խ
ཱྀञۄᮢ⦝</language>
<language ident="en-GB" usage="20">
ೣ⦝</language> </langUsage>

<layout>
ဎⲩᄽ߱ㅪㄇʀ᱿ℶŊծ˶̬ᑲぽℬȮӿᰈȮҢ˟᱿ㅪㄇЈ༬⠛᱿⫏⤻ȯ
Module: msdescription
Attributes:
columns
⦦ᆙᕓㅪ᱿ᓌᄲȯ(⋱רᆯɺଃᄲ (˫྆ᆙߣ) ᆯ܈ɺᄲȯ)
ruledLines
⦦ᆙᕓᓌ᱿ᑲぽℬᄲȯ(⋱רᆯɺଃᄲ (ߣ) ᆯ܈ɺᄲȯ)
writtenLines
⦦ᆙᕓᓌ᱿ሬ૯⠗ᄲȯ(⋱רᆯɺଃᄲ (ߣ) ᆯ܈ɺᄲȯ)
Examples: <layout columns="1" ruledLines="25
<layout columns="1" ruledLines="25 32">ㅪㄇ
32"> Most pages have between 25 and 32 long
ञघሷ 25 ӷ 32 ⠗᱿ᑲℬȯ</layout>
lines ruled in lead.</layout>
<layout columns="2" ruledLines="42"> <p>қ
<layout columns="2" ruledLines="42"> <p>2
columns of 42 lines ruled in ink, with central rule
ᓌҠ 42 ⠗ᗴࣘᑲℬŊᓌ⿵ሷ᳅ℬӠぽȯ</p>
between the columns.</p> </layout>
</layout>
<layout columns="1 2" writtenLines="40 50">
<layout columns="1 2" writtenLines="40 50">
<p>Some pages have 2 columns, with central rule
<p>ሷˀㅪㄇሷқᓌŊᓌ⿵ሷ᳅ℬӠぽřᕓᓌ
between the columns; each column with between 40
ሷ 40 ⎏ 50 ⠗᱿ȯ</p> </layout>
and 50 lines of writing.</p> </layout>
<layoutDesc>
ᄇゝɺ⳺ᯍ᱿༆ợक⤐ℶဎⲩ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s: <layoutDesc> <p>Most pages have

<layoutDesc> <p>ᕓㅪ 14 ⠗Ŋᕓ⠗ 40 ӷ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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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25 and 32 long lines ruled in lead.</p>
</layoutDesc>
<layoutDesc> <layout columns="2"
ruledLines="42"> <p><locus from="f12r"
to="f15v"/> 2 columns of 42 lines pricked and ruled
in ink, with central rule between the columns.</p>
</layout>
<layout columns="3"> <p><locus
from="f16"/>Prickings for three columns are
visible.</p> </layout> </layoutDesc>

ʃᾀřሷ ⥘ᄽଅキ⠗Ŋᄲʃᾀȯ</p>
</layoutDesc>
<layoutDesc> <layout columns="2"
ruledLines="42"> <p><locus from="f12r"
to="f15v"/> қᓌҠ 42 ⠗˫ࣘᖛߞⴆȮᐻ⦒Ŋ
ᓌ⿵ሷ᳅ℬӠぽȯ</p> </layout>
<layout columns="3"> <p><locus
from="f16"/>Prickings for three columns are
visible.</p> </layout> </layoutDesc>

<lb> (line break Ӡ⠗)
ᐻ⥆ኽᦹᄽ⡹ (߱֬ӽʀ) ᱿ᅘ⬚⠗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ed
྆ӛ⥿Ӡ⠗̤ᅠڊɺΤᦹȯ(Ⳑ↲᱿ʕřⳇᆯᮢᕒُᄲὪ⚦͗ᐻḻᦹȯ)

<lbl> (label ᐻ )
ծؐ⥱ഐೣȮ͛Ȯ≒⨿ȮҢ˟⫏⤻᱿ᐻ Ŋ͛ॖⅧ૯ȮᯆȮㄇȮ₎ᯆȮ∑ᾀȯ
Module: dictionaries
Attributes:
type
ᮢ⳺᱿Ӡㆩᅞᘍ૽ᐻ Ӡㆩȯ(˶̬ᄽဎⲩŊЭᆯ͐ᮢ⦦ᆙȮา∑くӼᾀȯ)
Example:
<entry> <form type="abbrev"> <orth>שञ
<entry> <form type="abbrev">
</orth> </form>
<orth>MTBF</orth> </form>
<form type="full"> <lbl>abbrev. for</lbl>
<form type="full"> <lbl>Ⅷ૯</lbl>
<orth>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orth> </form>
<orth>שᢕञણ</orth> </form> </entry>
</entry>
<leaf>
ᐻ⥆ᑋᨊᐉ᱿┤ῃ㔄 (Ὁῃ㔄) ȯ
Module: nets
Attributes:
value
ဏͧɺΤⳐӷԼ⋱ᐉҢ˟ӠኔҀ₪᱿྆ᐻȯ(ɺΤԼ⋱ᐉҢ˟ӠኔҀ₪᱿ሷᄓ⨯ӲὪ
ᷪȯ)
parent
ဏͧ┤ῃ㔄᱿ῃ㔄⨯ӲὪᷪȯ(ῃ㔄᱿⨯ӲὪᷪȯ)
follow
ဏͧᔍ┤ῃ㔄ଜら᱿Ҁ₪⨯ӲὪᷪȯ(ᑋᨊᐉʑנɺΤʑ⿵ῃ㔄┤ῃ㔄᱿⨯ӲὪᷪȯ)
Example: <leaf xml:id="peri1" parent="#n1">
<leaf xml:id="peri1" parent="#n1">
<label>periscope</label> </leaf>
<label>periscope</label> </leaf>

<lem> (lemma ಎ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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ծؐᦹదᯌʑ᱿ಎᄽȯ
Module: textcrit

<lg> (line group ⠗)
ծؐഐೣʀ⣶ᣅɺ᱿⥸⠗Ŋ͛ॖ⥸ῃȮᯘןȮㅥᄽᕀ┛ᾀȯ
Module: core
Example: <lg type="free"> <l>Let me be my own
<lg type="free"> <l>༴̷᱿ഛઈԽ㔄㓈</l>
fool</l>
<l>ⷍ⬚͗</l>
<l>of my own making, the sum of it</l> </lg>
<l>ㆺʯ</l> </lg>
<lg type="free"> <l>is equivocal.</l>
<l>One says of the drunken farmer:</l> </lg>
<lg type="free"> <l>≘᱿ᆹα</l>
<lg type="free"> <l>leave him lay off it. And this
<l>ʁⶮ</l> </lg>
is</l>
(ऑબŊȱᮛ✭᱿ു˗ȲŊȳЈൡ⻞ȴȯ)
<l>the explanation.</l> </lg>
<link>
હ∑Ҁ₪ᕀ┛ʠ⿵᱿〦Ⳑ⬢ᄽⳐŊҢ˟Ҁ₪ᤀᘍ૽ᔍⳐㆩ̳ࠣሩ⦀₳⦦ᆙȯ
Module: linking
Attributes:
targets
ᐻᆙ⡕ⳐҀ₪ᕀ┛᱿⨯ӲὪᷪȯ(қΤघΤ྆ᐻ (⃥ɺ⫏⨯ӲὪ URI) Ŋʑ⿵˫ἇᱺ⼫ぽȯ)

<linkGrp>
હ∑ɺ∌〦Ⳑ⬢ᄽⳐ᱿ゝȯ
Module: linking
Example: <linkGrp type="translation"> <link
targets="#CCS1 #SW1"/>
<link targets="#CCS2 #SW2"/>
<link targets="#CCS #SW"/> </linkGrp>
<div type="volume" xml:id="CCS"> <p> <s
xml:id="CCS1">Longtemps, je me suis couché de
bonne heure.</s>
<s xml:id="CCS2">Parfois, à peine ma bougie
éteinte, mes yeux se fermaient si vite que je n'avais
pas le temps de me dire : "Je m'endors."</s> </p>
<!-- ... --></div>
<div type="volume" xml:id="SW" xml:lang="en">
<p> <s xml:id="SW1">For a long time I used to go
to bed early.</s>
<s xml:id="SW2">Sometimes, when I had put out my
candle, my eyes would close so quickly that I had not
even time to say "I'm going to sleep."</s> </p>
<!-- ... --></div>

<linkGrp type="translation"> <link
targets="#CCS1 #SW1"/>
<link targets="#CCS2 #SW2"/>
<link targets="#CCS #SW"/> </linkGrp>
<div type="volume" xml:id="CCS"> <p> <s
xml:id="CCS1">ಉԊᆙሶ҆Ŋᯝ̙߸ʀホř
</s>
<s xml:id="CCS2">⎠ㆊቃᆙሶŊ̥ㆊඎᄑ
ⵯȯ</s> </p> <!-- ... --></div>
<div type="volume" xml:id="SW"
xml:lang="en"> <p> <s xml:id="SW1">ሶ҆
ᤫ᱿ಉԊɺᦸះᱺŊ᳖⬚͗Эᆯ߸ʀដ᱿
ᱺホř</s>
<s xml:id="SW2">ང⬚ㆊ͗Ŋቃ┮ᆙሶŊ̥
ʁㆊ͗Ŋඎ൳⬚ᄑⵯȯ</s> </p> <!-- ...
--></div>
(ቦᱺŊȳङඎȴ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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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ծؐ˫Ӭ⠧ᅞೣا᱿˶̬Ⳑ↲ㅮᲿ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type
ဎⲩӬ⠧᱿ഐೣȯ
଼ඖϊᛤ܈:
ordered
Ӭ⠧ㅮᲿ˫ᄲᕒͩㅯӬȯ
bulleted
Ӭ⠧ㅮᲿ˫㓺㔄Ң˟֬ӽὪ⚦Ӭȯ
simple
Ӭ⠧ㅮᲿ᱿Ӭᗞሷᮢᄲ˶̬Ң˟Ὢ⚦̳ᐻ⥆ȯ
gloss
׳Ӭ⠧ㅮᲿᣅɺˀ⥱Ꮥ൳ʁ⥘⤟ŊᕓΤㅮᲿʠԊʏሷᐻ Ҁ₪ȯ
<list type="ordered"> <item>ɺΤଳड
Examples: <list type="ordered"> <item>a
</item>
butcher</item>
<item>ɺΤ⁰㔄ో</item>
<item>a baker</item>
<item>a candlestick maker, with <list
<item>ɺΤᦂשడː<list type="bullets">
type="bullets"> <item>rings on his fingers</item>
<item>༆ʀʴ྆</item>
<item>bells on his toes</item> </list> </item>
<item>⌳⭉ʀሷ⹋⾯</item> </list> </item>
</list>
</list>
<div1 type="section"> <head>Athelstan's
Ordinance</head>
<div1 type="section"> <head>ヾ౺ભԅ
<list type="ordered"> <item n="1">Concerning
</head>
thieves. First, that no thief is to be spared who is
<list type="ordered"> <item n="1">ભԅɺ⎏
caught with the stolen goods, [if he is] over twelve
ʽጻծҜോŘ<list type="ordered"> <item
years and [if the value of the goods is] over
n="1.1">ɺȮՍᣅߡʠ ȯ</item>
eightpence. <list type="ordered"> <item
<item n="1.2">ʷȮሺഺᣅ⪭⪸ʠȯ</item>
n="1.1">And if anyone does spare one, he is to pay
for the thief with his wergild — and the thief is to be
<item n="1.3">ɿȮઓㅯᣅ㕑ʠȯ</item>
no nearer a settlement on that account — or to clear
<item n="1.4">߈Ȯ՝їᣅሺՖʠȯ</item>
himself by an oath of that amount.</item>
<item n="1.5">ʽȮ˒ᣅʠȯ</item>
<item n="1.2">If, however, he [the thief] wishes to
</list></item>
defend himself or to escape, he is not to be spared
<item n="2">Ҟ⎏ʪጻา྆߈ℋŘ<list
[whether younger or older than twelve].</item>
type="ordered"> <item n="2.1">ҞȮᄮះᣅ
<item n="1.3">If a thief is put into prison, he is to be
in prison 40 days, and he may then be redeemed
⯿ʠȯ</item>
with 120 shillings; and the kindred are to stand surety <item n="2.2">ɼȮΒ∑ᣅἼᏈʠȯ</item>
for him that he will desist for ever.</item>
<item n="1.4">And if he steals after that, they are to <item n="2.3">ҜȮՀːᣅ൬ᐪʠȯ</item>
<item n="2.4">ʪȮُ౹ᣅ⚠ʊʠ</item>
pay for him with his wergild, or to bring him back
</list></item>
there.</item>
<item n="1.5">And if he steals after that, they are to <item n="3">֓⎏֓ʷጻଔᆯɿⳭോŘ<list
pay for him with his wergild, whether to the king or to type="ordered"> <item n="3.1">֓Ȯણۊᣅᠰ
him to whom it rightly belongs; and everyone of those ʊʠȯ</item>
who supported him is to pay 120 shillings to the king
<item n="3.2">֓ɺȮẌῃᣅᗶʶʠȯ
as a fine.</item> </list></item>
</item>
<item n="2">Concerning lordless men. And we
<item n="3.3">֓ʷȮሷණᣅໞԼʠȯ
pronounced about these lordless men, from whom no
</item> </list></item> </list> </div1>
justice can be obtained, that one should order their
(ʑߡヾ౺ભԅ)
kindred to fetch back such a person to justice and to
find him a lord in public meeting.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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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ordered"> <item n="2.1">And if they then
will not, or cannot, produce him on that appointed
day, he is then to be a fugitive afterwards, and he
who encounters him is to strike him down as a
thief.</item>
<item n="2.2">And he who harbours him after that,
is to pay for him with his wergild or to clear himself
by an oath of that amount.</item> </list></item>
<item n="3">Concerning the refusal of justice. The
lord who refuses justice and upholds his guilty man, so
that the king is appealed to, is to repay the value of
the goods and 120 shillings to the king; and he who
appeals to the king before he demands justice as
often as he ought, is to pay the same fine as the other
would have done, if he had refused him justice. <list
type="ordered"> <item n="3.1">And the lord who
is an accessory to a theft by his slave, and it becomes
known about him, is to forfeit the slave and be liable
to his wergild on the first occasionp if he does it more
often, he is to be liable to pay all that he
owns.</item>
<item n="3.2">And likewise any of the king's
treasurers or of our reeves, who has been an
accessory of thieves who have committed theft, is to
liable to the same.</item> </list></item>
<item n="4">Concerning treachery to a lord. And we
have pronounced concerning treachery to a lord, that
he [who is accused] is to forfeit his life if he cannot
deny it or is afterwards convicted at the three-fold
ordeal.</item> </list> </div1>
<p>These decrees, most blessed Pope Hadrian, we
propounded in the public council ... and they
confirmed them in our hand in your stead with the sign
of the Holy Cross, and afterwards inscribed with a
careful pen on the paper of this page, affixing thus
the sign of the Holy Cross. <list type="simple">
<item>I, Eanbald, by the grace of God archbishop of
the holy church of York, have subscribed to the pious
and catholic validity of this document with the sign of
the Holy Cross.</item>
<item>I, Ælfwold, king of the people across the
Humber, consenting have subscribed with the sign of
the Holy Cross.</item>
<item>I, Tilberht, prelate of the church of Hexham,
rejoicing have subscribed with the sign of the Holy
Cross.</item>
<item>I, Higbald, bishop of the church of Lindisfarne,
obeying have subscribed with the sign of the Holy
Cross.</item>
<item>I, Ethelbert, bishop of Candida Casa,
suppliant, have subscribed with thef sign of the Holy
Cross.</item>
<item>I, Ealdwulf, bishop of the church of Mayo,
have subscribed with devout will.</item>
<item>I, Æthelwine, bishop, have subscribed through

<p>ໟΩʷː⨕હʹ 2008 ౺ 7 ሶ 3 ᅺᔌ֘֓
ʷᆹŊ߱שռ⎠⠗ҤẌŊ૯ʁᙹ⦗ୀᲴŊ
⯿ⴃભŊ߱ফ⭰ʀŊҠŊᢤザ᯼Ŋ
ʻ༣ྃŊᖝʃӠサȯ౼ଔʁӬʶㅮŊἼʁ༫
⧤Ŋ֯˪ᝤᙹջᣅጒ᮪Ŋጒ᮪Ҫ⩐ᣅᝤᙹŊʬ
⣬ჵ༆ҠⳖŊ⤃Ŋ᳅ӷᱺㆊȯ<list
type="simple"> <item>ໟΩઽ⦗ŘഺⳆɺ
टআŊʃ̟ໞᣅडॺŊʻᄪŊӠჂଃᅞ
᱿൬ᐪُวŊʬᆹໞᣅሹהŊ≟ʈᆯ⦽
הŊʻՎզŊʻ⣳ըŊʻ༥⥫ȯ</item>
<item>ໟΩㅽŘอ൬᱿ҠᮝᙙŊҚㄅൔ・
ᝄⳇŊ˫ŊໟΩɺહۧᮢ⤵⦝ŊʃХ⠧Ⳮ
ൔȮ〦ൔŊʬ͐ഢᔍ☼⦝⤵Խᛖʴ⤟Ŋɺ⬚ໞ
ȯ⃑ʃ⁏⊖⪸תŊ⃑ʃᮢ⊶㋤˩ሰ⤵⦝Ŋ⃑
ʃѿ⥓ᱹᮝফሀԻȯ </item>
<item>ໟΩ⦓ᵧŘಟ⎞ʶᏈᆯडॺҠ
᱿ኞ૪Ŋडॺଃಟ᱿⪯᪇ᾀϊŊ߱ಟҙ
ḽሳʀŊъϊરҚŊḽሳడ̳☥Μᤀ⧄घ
ଇŊՖడ̳᱿☥Μⵣ⎞Ңȯ</item>
<item>ໟΩาŘ૽͗ໟΩሷઈॉŊᾷᄞʀॖ
ኞሷʃ᱿า⣲Ŋᮚ⎏ଊ⺤ଃἼ᱿า⣲Ŋɺ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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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s.</item>
<item>I, Sicga, patrician, have subscribed with
serene mind with the sign of the Holy Cross.</item>
</list> </p>

⣬҇Ӽ⎊నŊ⦼ᄞ૾Ŋ⃑ʃ༴ઙઈᯍໞ૪
⎊నశቃ᱿డңŊʬ⃑ʃᮢઙઈ͗ᢹ≗⎊
నȯ </item>
<item>ໟΩ⦓ᣅŘɺडɺॺӼŊᆯḽሳમહ᱿
᷸ᵲŊᆯઙઈΩໞሱમҚ᱿ᝐಉŊໟΩ۹
౼⸅ⳆỚӼಙŊ౼ᮢʶ૪ُ⠗ՒŊℋ⩂᱿
ްȯ</item>
<item>ໟΩ⨸ชŘফᮝᙙ౼ʃघഔघযŊ
ʃ̟౹ӓŊ≟ʈᬢ᷊Ŋॖኞʃᝫ᫂ฏŊૌᆞ
͐ᮝل෬Ŋൔ・⁏ΈŊ˫ᮝᙙʠʑŊໟΩ
ɺહΎྃ⳺ಙ᱿ϐቅŊ⎞ઙઈɺ⬚ञȯ
</item>
<item>ໟΩ⨕⥆ŘໟΩઓᄪ⎊న᱿ᕒŊʬઓ
ᄪଃᅞ᱿ᕒŊʃХᆯߊࢊ⋀ʠසŊʬᆯࡢ
⎊నːጁ᱿રᄮŊᣅໟΩ᱿ʁɺ˩ἼʁᏤ
ᑂȯ </item>
<item>ໟΩʴ⤟ŘໟΩ૽͗ሳ≘Ŋ˫ŊໟΩ
ഺⳆɺटŊଔࡢ૾Ꮘʠक᱿Ң♊ቑ⎟
⬶ŊॖሬȮᯉȮㅠᐪŊ͐ໟΩᮝلᖝ҂૪
ᦝȯ </item> </list> </p>
(שᢕŊȳҘᲴ⦗ȴŊ1997 ౺ 5 ሶȯ)

<listBibl> (citation list ሬᲿӬ⠧)
ծؐ˶̬Ớㆩ᱿ሬᲿ⫏ᅆӬ⠧ȯ
Module: core

Example: <listBibl> <head>Works consulted</head>
<bibl>Blain, Clements and Grundy: Feminist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Yale, 1990) </bibl>
<biblStruct> <analytic> <title>The Interesting story of
the Children in the Wood</title> </analytic>
<monogr> <title>The Penny Histories</title>
<author>Victor E Neuberg</author>
<imprint> <publisher>OUP</publisher>
<date>1968</date> </imprint> </monogr>
</biblStruct> </listBibl>

<listNym>
ծؐɺᔌೣờӬ⠧Ŋ֯˶̬ʶ᱿ᐻờȯ
Module: namesdates
Example: <listNym type="floral"> <nym
xml:id="ROSE"> <form>Rose</form> </nym>
<nym xml:id="DAISY"> <form>Daisy</form>
<etym>Contraction of <mentioned>day's

<listBibl> <head>≙אሬ‣</head>
<bibl>៊હ⠣ȮᎫቄᄽ: ⛙᱿З⦦ (⪽
ぬŘ⪽జᖁᅭӛᦹḽŊ1989 ) </bibl>
<biblStruct> <analytic> <title>ʑߡמ᱿
З⦦ᆹ˩ </title> </analytic>
<monogr> <title>ᅭ⛙Ṙ兯Ŋ⎞Ⳁ㓉ʠ
ȯ</title>
<author>ؖሎቺ</author>
<imprint> <publisher>ռˊŘᖁᅭᄽણᶇἄ
</publisher>
<date> 1998 </date> </imprint>
</monogr> </biblStruct> </listBibl>
(ʑߡણ̤⧄ᄽҚᄽᄲჇಝ)

<listNym type="floral"> <nym
xml:id="ROSE"> <form>᪩ᬪ</form>
</nym>
<nym xml:id="ORCHID">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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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mentioned></etym> </nym>
<nym xml:id="HTHR"> <form>Heather</form>
</nym> </listNym>

</form>
<etym>घ౺ᮝ⑽ᎋŊ┤₳≟ଊŊᆨट
␕Ŋػᛤ㈭ȯ</etym> </nym>
<nym xml:id="HTHR"> <form>Heather(ᵲ଼֡
ᎋ)</form> </nym> </listNym>

<listPerson>
ːဎⲩᛤ܈ŊҢʑᕓΤㅮᲿծؐɺΤᵧː᱿〦⫏ᅆŊ͛ॖ⦝⤵ʻՒʑ᱿≛⎞אȮᆯᔕ
͗ʑဏד᱿ːȯ
Module: namesdates
Example: <listPerson type="respondents">
<listPerson type="respondents"> <personGrp
<personGrp xml:id="PXXX"/>
xml:id="PXXX"/>
<person xml:id="P1234" sex="2" age="42"/>
<person xml:id="P1234" sex="2" age="42"/>
<person xml:id="P4332" sex="1" age="43"/>
<person xml:id="P4332" sex="1" age="43"/>
<relationGrp> <relation type="personal"
<relationGrp> <relation type="personal"
name="spouse" mutual="#P1234 #P4332"/>
name="spouse" mutual="#P1234 #P4332"/>
</relationGrp> </listPerson>
</relationGrp> </listPerson>
<listRef> (list of references ᤫאӬ⠧)
ဏͧɺΤ⸅⣬ᤫא᱿Ӭ⠧ŊⳆˀⳐᤫאӷ⦀ⲩᔍҀ₪᱿̤⇦Ŋ߱ᔍᄽ˴⡹ᆯҢ˟߸ᅞȯ
Module: tagdocs
Example: <listRef> <ptr target="#ddc12"/>
<listRef> <ptr target="#ddc12"/> </listRef>
</listRef>
<locale>
ծؐ ᵬᔌೣ᱿ᄽဎⲩ߸㔄᱿ඖ⫨Ŋ͛ॖ⿵ȮೕȮҝߤᎄᾀȯ
Module: corpus
Example: <locale>a fashionable
<locale>ɺᆹଋ᱿㈀</locale>
restaurant</locale>
<localName> (Locally-defined Property Name ᯍ߸હ∑᱿ඖ⫨ờ)
ծؐኽඖ⫨᱿߸ᅞඖહ∑ờȯ
Module: gaiji
Example: <localName>daikanwa</localName>
<localName>daikanwa</localName>
<localName>entity</localName>
<localName>entity</localName>
<locus>
હ∑ɺΤ༆ợ༆ợⵒӠ⡹᱿̤⇦Ŋⳇᆯᮢɺ₇Ӭ᱿ (⋱רʃⳐ↲᱿) ㅪㄇᤫאȯ
Module: msdescription
Attributes:
scheme
⦦ᆙ྆ӛ̤⇦᱿ℶㅪከᐉȯ
(ɺΤⳐӷҀ₪ foliation ᱿྆ᐻŊ⥿Ҁ₪હ∑͐ᮢ᱿ℶㅪከᐉŊહ∑ɺΤᾀ⫏᱿कⵒⳐ
ȯ)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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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ᔌ⣳ጁೣ྆ᆙ⥿̤⇦᱿⬚আ㔄ȯ(ⳇᆯɺΤㅪᷪ)
to
ᮢᔌ⣳ጁೣ྆ᆙ⥿̤⇦᱿ታ㔄ȯ(ᆯɺΤㅪᷪ)
targets
ဏͧɺΤⳐ྆ɺΤघΤㅪㄇߧЭŊᆯㅪㄇ྆હߣ᱿Ⱨ⻞ȯ
Example: <locus target="#P12 #P13 #P14
<locus target="#P12 #P13 #P14 #P16">fols
#P16">fols 12-14, 16r</locus>
12-14, 16r</locus>
<pb xml:id="P12"/>
<pb xml:id="P12"/>
<pb xml:id="P13"/>
<pb xml:id="P13"/>
<pb xml:id="P14"/>
<pb xml:id="P14"/>
<pb xml:id="P15"/>
<pb xml:id="P15"/>
<pb xml:id="P16"/>
<pb xml:id="P16"/>
<m> (morpheme ⦝₪)
⠧ḻᄽᘍʀ᱿⦝₪ȯ
Module: analysis
Attributes:
baseForm
྆ӛ⥿⦝₪᱿ࡣഐೣȯ(˫Ⳑ↲᱿ʕ͗⠧ḻ⥿⦝₪ࡣഐೣ᱿ཾᘍȯ)
<w type="ഐૌ⥱"> <w type="< >"⥱m
Example: <w type="adjective"> <w type="noun">
type="㈪" baseForm="con">com</m>
<m type="prefix" baseForm="con">com</m>
<m type="root">fort</m> </w>
<m type="ዾ">fort</m> </w>
<m type="suffix">able</m> </w>
<m type="ଜ">able</m> </w>

m
<macroSpec>
⥆⻞ᑁೣ᱿Լ⋱⎞૪⠗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type
྆ӛᯍɺΤ ODD ⚠͐ݽᮢ SGML ⦝ᘍἼᑁᆹŊະἼڊỚㆩࠣ᱿૪㋤ȯ
଼ඖϊᛤ܈:
pe
אᄲ૪㋤
epe
Ҁ₪אᄲ૪㋤
ge
ɺ⎷૪㋤
dt
⫏ᅆㆩࠣ૪㋤

<mapping> (character mapping ᄽଃະ)
ծؐ⎞ᄽ㋤߱ኽᅞㄇሷ〦⊓᱿ɺΤघΤᄽŊ଼߱ඖ type ʑԽ˫⦦ᆙȯ
Module: gaiji
Example: <mapping
<mapping type="modern">r</mapping>
type="modern">r</mapping>
<mapping type="standard">ː</mapping>
<mapping type="standard">ː</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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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ɺΤ⥱ဎⲩ༆ợ (༆ợⵒӠ) ᱿ໞቨᅆ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physDesc><p>
<material>Parchment</material> leaves with a
<material>sharkskin</material>
binding.</p></physDesc>

<physDesc><p> <material>⇺Თ
</material> ㅪㄇᮢ <material>㍻㌽Თ
</material> ྫྷ⃯</p></physDesc>

<measure>
ծؐᮢ͗⠧ḻኽٴᄲ⸇᱿⥱Ŋⳇᆯ᮫ᄲȮٴُ̤܈ờໞ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type
ᮢ˶̬⳺᱿Ӡㆩᅞᘍ͗⦦ᆙಙ⸇᱿Ớㆩȯ
<measure type="weight"><num>1</num>ఱ
Examples: <measure
ᅏ⪆⊥</measure>
type="weight"><num>2</num> pounds of
flesh</measure>
<measure type="currency">ːᖁ౬ 20 Ҁ
<measure type="currency">£10-11-6d</measure>
</measure>
<measure type="area">2 merks of old
<measure type="area">ɺΤఫञଅ
extent</measure>
</measure>
<measure quantity="16" unit="weight"
commodity="vegetable">ɺשᅏヾⓖ
<measure quantity="40" unit="hogshead"
</measure>
commodity="rum">2 score hh rum</measure>
<measure quantity="12" unit="count"
<measure quantity="12" unit="count"
commodity="roses">1 doz. roses</measure>
commodity="roses">ɺ༌᪩ᬪ</measure>
<measure quantity="1" unit="count"
<measure quantity="1" unit="count"
commodity="tulips">a yellow tulip</measure>
commodity="tulips">ɺቕ㓳⏨㌟⸉㈭
</measure>
<meeting>
߱ሬᲿᤫאᯍʑŊᐻ⥆⥿ሬᲿㅮᲿ͗᱿ሳ⩀〦ဎⲩȯ
Module: core
<div> <meeting>2007 Ὦɿଢˁठ♊⠛ᄞ⋀
Example: <div> <meeting>Ninth International
ߡもᶇ⤽ሳ</meeting>
Conference on Middle High German Textual Criticism,
Aachen, June 1998.</meeting>
<list type="< >"≛⎞אhead>⎞ሳ≛܈
<list type="attendance"> <head>List of
</head>
Participants</head>
<item> <persName>㈸ጅㅯ </persName>
<item> <persName>...</persName> </item>
</item>
<item> <persName>...</persName> </item>
<item> <persName>˰ᡩയʝ</persName>
<!-- ...--></list>
</item> <!-- ...--></list>
<p>...</p> </div>
<p>...</p> </div>
<memberOf>
ᐻᆙҀ₪Ҁ₪ゝ଼᱿Ҁ₪ゝ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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ᐻᆙɺҀ₪ゝ᱿⨯ӲờŊ⥿Ҁ₪ゝᣅ₊⻞Ҁ₪Ҁ₪ゝʠ଼え଼Ҁ₪ゝ
Example: <memberOf key="model.divLike"/>
<memberOf key="model.divLike"/>
<memberOf key="att.identified"/>
<memberOf key="att.identified"/>
<mentioned>
ᐻᆙ⡕ဏ̟דา∑ʀቍ⡕͐ᮢ᱿ןȯ
Module: core
Example: There is thus a striking accentual difference
between a verbal form like <mentioned xml:id="X234"
xml:lang="el">eluthemen</mentioned>
<gloss target="#X234">we were released,</gloss>
accented on the second syllable of the word, and its
participial derivative
<mentioned xml:id="X235"
xml:lang="el">lutheis</mentioned>
<gloss target="#X235">released,</gloss> accented
on the last.

<mentioned xml:id="X234"
xml:lang="zh-tw">㌟</mentioned>᱿㌟
ബザ૯ȯ

<metDecl>
߱ᐻ⥆ㅥᄽᆹᮢӷ᱿ᐉඖҀ₪ (͛ॖ lgȮlȮ seg) ᯍʑŊ͐ᮢ metȮrealȮ rhyme ᾀ଼ඖ
᱿଼ඖϊ͗⠧ḻᄽὁ᱿ㅥയᑁೣŊԅ߱ᔍઽبᐻ⥆ㅥയᑁೣ᱿ᅞᘍ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type
྆ӛ⥿ᐻ⥆ЗⳭ᱿ᣅདྷ⩽ㅥയഐೣȮ૪もㅥയ૪⮆Ȯ≛དㅥഐೣŊ˶ಂㅮʠȯ
଼ඖϊᛤ܈:
met
଼ඖ met ଼ඖ met ઽ⳺بᮢᅠ⥿଼ඖ₊⻞᱿དྷ⩽ㅥയഐೣȯ
real
଼ඖ real ଼ඖ real ઽ⳺بᮢᅠ⥿଼ඖ₊⻞᱿ⳇᮢㅥയᐉʠ૪も૪⮆
met
଼ඖ rhyme ଼ඖ rhyme ઽ⳺بᮢᅠ⥿଼ඖ₊⻞᱿དㅥഐೣ
pattern
ᐻᆙɺỚߗહ⠧ḻᘍŊᮢ͗હ∑˶̬ᮢᅠᔍᐻ⥆᱿଼ඖϊȯ
(⥿଼ඖϊൕㅱᣅɺΤሷᄓ᱿ߗહ⠧ḻᘍŊͩჇ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s XML Schema Part 2:
Datatypes Second Edition, Appendix F)
Example: <metDecl xml:id="ip" type="met"
<metDecl xml:id="ip" type="met"
pattern="((SU|US)USUSUSUS/)"> <metSym
pattern="((SU|US)USUSUSUS/)"> <metSym
value="S">stressed syllable</metSym>
value="S">˕⊖</metSym>
<metSym value="U">unstressed
<metSym value="U">౹⊖</metSym>
syllable</metSym>
<metSym value="/">⥸⠗Ӡ᮹ℬ</metSym>
<metSym value="/">metrical line
</metDecl>
boundary</metSym> </metDecl>
<metSym>
⦦ᆙ߱ᐻ⥆ㅥയᑁೣᆹ͐ᮢ᱿᧚હὪ⚦Ὢ⚦Ӭ˩⠧᱿า∑Ŋ˫רᆯᆙᷨ᱿ᄽ〪⸃Ŋᆯ
Խ˫⤟⸃ɫΤㅥയઽبʑҢ˟ㅥയὪ⚦Ҁ₪᱿ҙૌȯ
Module: 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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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s:
value
ᐻᆙ₊⻞᱿Ὢ⚦Ὢ⚦Ӭȯ(˶̬רᮢ᱿Ὢ⚦Ὢ⚦Ӭȯ)
terminal
ᐻᆙ⥿Ὢ⚦ᆯ؋˫Ң˟Ὢ⚦͗હ∑ (terminal ᣅ false) ˫ᄣᄽဎⲩ (terminal ᣅ true)
Example: <metSym value="x">a stressed
<metSym value="˕">༸⊖</metSym>
syllable</metSym>
<metSym value="o">an unstressed syllable</metSym>
<metSym value="౹">ဗ⊖</metSym>
<metSym value="A" terminal="false">xoo</metSym>
<milestone>
ᐻᆙᄽʑ᮫ᐻᤫא₇⃥⩐ሩ྆ḻ᱿˶̬֒࢘Ӡ᮹㔄Ŋʏʈ⥿ὁῃቍ˫˶̬ᐉඖҀ₪ᐻ⥆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ed
྆ӛ⥿Ӡ᮹̤ᅠڊɺᦹȯ(Ⳑ↲᱿ʕřⳇᆯᮢᕒُᄲὪ⚦͗ᐻḻᦹȯ)
unit
ဏͧᔍӠ᮹ᕀ┛͐ᮢ᱿ⳇᮢ̤܈ờȯ
଼ඖϊᛤ܈:
page
Ӡㅪ (ُҀ₪ pb  )∑ȯ
column
Ӡᕀȯ
line
Ӡ⠗ (ُҀ₪ lb  )∑ȯ
book
ሷờᣅሬȮҩȮӜᾀ᱿̤܈ȯ
poem
⥸ゝʑ᱿܈㈪⥸ȯ
canto
⥸᱿⥸ῇŊ⥸᱿ञᕀ┛ȯ
stanza
ɺ㈪⥸ȮɺሬȮɺ⥸ῇʑ᱿⥸ῃȯ
act
Ԯʑ᱿ౡȯ
scene
Ԯʑ᱿ᇓȯ
section
˶̬Ớㆩ᱿ᕀ┛ȯ
absent
⥿ᕀᄽቍ߱ᦹᤫאʑӛȯ
<milestone n="23" ed="ཚɻᄽᦹ" unit="ɿ
Example: <milestone n="23" ed="La"
֓"/> ...
unit="Dreissiger"/> ...
<milestone n="24" ed="⊊ᓯહᦹ" unit="
<milestone n="24" ed="AV" unit="verse"/> ...
ㅥᄽ"/> ...
<moduleRef>
ᤫאɺΤ⡕͆Ҙኽɺᑁࠣ᱿ᑁȯ

TEI 元素定義與範例 317

Module: tagdocs
Example: <moduleRef key="linking"/>

<moduleRef key="linking"/>

<moduleSpec>
⥆⻞܈ɺᑁ᱿ᐉȮҙૌȮ˫דᮢⳂŊ͛ॖŘɺΤلʈकⵒᆙᷨ᱿ઽب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type
Ἴ᱿ᑁㆩࠣȯ(˜ㅱ⡕હ∑᱿ૺೣ〦⼫)

<monogr> (monographic level ૾㆛ଶሬᲿ)
ծؐኽɺㅮᲿ (͛ॖሬቅӤ) ᱿ሬᲿҀ₪Ŋ ⥿ㅮᲿᣅɺ᩸Ἴӛᦹ֯( ٴቍえ଼ᅠҢ˟ӛᦹ )ٴȯ
Module: core

<mood>
ծؐՒ⥱⦝ᖎ⫏⤻ (͛ॖ᳅ⲩȮϐ⥑ȮṆ͐⦝ᖎᾀ) ȯ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entry> <form type="inflected">
<gramGrp> <per value="2"/>
<number value="singular"/>
<tns value="present"/>
<mood value="indicative"/> </gramGrp>
ߌឤ⦝᱿Ւ⥱ᤀ⦝ᖎ⩐ջŊᄑʃဏͧ͛ȯ
<form type="personalpronoun"> <orth>du</orth>
</form>
<form type="headword"> <orth>
<oVar>triffst</oVar> </orth> </form> </form>
</entry>
<move> (Movement Ւ̳)
ᐻ⥆⎮שʀː᱿૪もⳖࢍⲵࢍȯ
Module: drama
Attributes:
type
⦦ᆙ⎮שՒ̳Ŋ͛ॖⳖࢍⲵࢍȯ
଼ඖϊᛤ܈:
entrance
⤑⏨Ⳗࢍ
exit
⤑⏨ⲵࢍ
onstage
⤑⏨߱⎮שʀ᱿Ւ̳
where
⦦ᆙ⎮שՒ̳᱿ᅞȯ
଼ඖϊᛤ܈:
L
⎮שఢ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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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שϳ
C
⎮שʑत
perf
྆ᆙⳆㅮ⎮שՒ̳ӛ߱ڊˀរӛʑȯ(͐ᮢ᱿⎊͗ᤫאᅠҀ₪ performance ᱿଼ඖ xml:idȯ)
<performance xml:id="perf1"> <p>Ὦɺࢍ
Example: <performance xml:id="perf1"> <p>First
</p>
performance</p>
<castList> <castItem> <role xml:id="bellaf">
<castList> <castItem> <role
Ꭻ߈ⵀ</role> </castItem> <!-- Ң˟⤑⏨
xml:id="bellaf">Bellafront</role> </castItem>
--></castList> </performance>
<!-- ... --></castList> </performance>
<stage type="entrance"><move
<stage type="entrance"><move who="#bellaf"
who="#bellaf" type="enter" where="L"
type="enter" where="L" perf="#perf1"/> Enter
perf="#perf1"/> ⳖࢍŘᎫ߈ⵀŊ㌟෮ඎⵯȯ
Bellafront mad.</stage>
</stage>
<msContents>
ဎⲩ༆ợ༆ợⵒӠ᱿ᇜҙૌŊ˫רᆯɺ₇Ӭ᱿ᄽᕀ┛Ŋᆯɺ₇Ӭሷↈ᱿༆ợㅮᲿȯ
Module: msdescription
Attributes:
class
ᐻᆙ⳺᱿ᄽㆩࠣӠㆩȯ(ɺΤघΤ˩ᷪŊᕓΤ˩ᷪ˩⠧ɺΤ߱ TEI ᐻㆊʑҀ₪ textClass 
ဏͧ᱿ᄽ˴ӠㆩҀ₪ȯ)
Examples: <msContents> <p>A collection of Lollard
sermons</p> </msContents>
<msContents> <msItem n="1"> <locus>fols.
5r-7v</locus>
<title>An ABC</title>
<bibl> <title>IMEV</title>
<biblScope>239</biblScope> </bibl>
</msItem>
<msItem n="2"> <locus>fols. 7v-8v</locus>
<title xml:lang="FR">Lenvoy de Chaucer a
Scogan</title>
<bibl> <title>IMEV</title>
<biblScope>3747</biblScope> </bibl>
</msItem>
<msItem n="3"> <locus>fol. 8v</locus>
<title>Truth</title>
<bibl> <title>IMEV</title>
<biblScope>809</biblScope> </bibl>
</msItem>
<msItem n="4"> <locus>fols. 8v-10v</locus>
<title>Birds Praise of Love</title>
<bibl> <title>IMEV</title>
<biblScope>1506</biblScope> </bibl>
</msItem>
<msItem n="5"> <locus>fols. 10v-11v</locus>
<title xml:lang="LA">De amico ad amicam</title>
<title xml:lang="LA">Responcio</title>
<bibl> <title>IMEV</title>

<msContents> <p>⸉ԑ⎷ᘘ⇵✭</p>
</msContents>
<msContents> <msItem n="1"> <locus>fols.
109-119</locus>
<title>⸉ԑ⎷ͩट⤃ⓢ☤⧄⬀ᯆ⸃Ằ
∑⥆ֱʀ</title>
<bibl> <title>ञᔌᅘ⌈ञ♀Ὦ 85 ҩ</title>
<biblScope>10</biblScope> </bibl>
</msItem>
<msItem n="2"> <locus>fols. 120-129</locus>
<title xml:lang="zh-tw">⸉ԑᯛ</title>
<bibl> <title>ञᔌᅘ⌈ञ♀Ὦ 85 ҩ</title>
<biblScope>10</biblScope> </bibl>
</msItem>
<msItem n="3"> <locus>fol. 1-1070</locus>
<title>ञ⎷ᘘ⇵✭घ</title>
<bibl> <title>ञᔌᅘ⌈ञ♀Ὦ 5 ҩ</title>
<biblScope>1070</biblScope> </bibl>
</msItem>
<msItem n="4"> <locus>fols. 771-775</locus>
<title>̲⦦⋱ᅜ⸉ԑ⎷ᘘ⇵✭घ</title>
<bibl> <title>ञᔌᅘ⌈ञ♀Ὦ 8 ҩ</title>
<biblScope>6</biblScope> </bibl>
</msItem>
<msItem n="5"> <locus>fols. 752-757</locus>
<bibl> <title>⸉ԑ⎷ᘘ⇵✭</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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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Scope>16 & 19</biblScope> </bibl>
</msItem>
<msItem n="6"> <locus>fols. 14r-126v</locus>
<title>Troilus and Criseyde</title>
<note>Bk. 1:71-Bk. 5:1701, with additional losses
due to mutilation throughout</note> </msItem>
</msContents>

<title>ञᔌᅘ⌈ञ♀Ὦ 8 ҩ</title>
<biblScope>6</biblScope> </bibl>
</msItem>
<msItem n="6"> <locus>fols. 1-8</locus>
<title>ጧቄϼञंㅳ⸉ԑ</title>
</msItem> </msContents>
(CBETA)

<msDescription>
ծؐ܈ɺ˷⨯רӲ༆ợ᱿ဎⲩȯ
Module: msdescription

<msIdentifier>
ծؐ⨯Ӳᄝⲩʑ᱿༆ợト⣬᱿⫏⤻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msIdentifier> <settlement>San
Marino</settlement>
<repository>Huntington Library</repository>
<idno>MS.El.26.C.9</idno> </msIdentifier>

<msIdentifier> <settlement>שռ</settlement>
<repository>ᄑૅ֢ず</repository>
<idno>MS.El.26.C.9</idno> </msIdentifier>

<msItem>
ဎⲩ༆ợ༆ợⵒӠ᱿ᇜҙૌʑծؐ᱿܈ɺ̳ٴㅮᲿȯ
Module: msdescription
Attributes:
class
ᐻᆙ⳺᱿ᄽㆩࠣӠㆩȯ(ɺΤघΤ˩ᷪŊᕓΤ˩ᷪ˩⠧ɺΤ߱ TEI ᐻㆊʑҀ₪ textClass 
ဏͧ᱿ᄽ˴ӠㆩҀ₪ȯ)
Example: <msItem> <locus>ff. 1r-24v</locus>
<title>Agrip af Noregs konunga sögum</title>
<incipit>regi oc h<expan>ann</expan> setiho
<msItem> <locus>f.495</locus>
<gap reason="illegible" extent="7"/>sc heim se
<title>שᢕらώ</title>
<expan>m</expan> þio</incipit>
<incipit>ಂ⒎⚄ː᮫ᘱʑ͗Ŋϐ߸ᅺŊʝ
<explicit>h<expan>on</expan> hev
≟ʃ㰜ŊⳠῈࡆ≟ሷʠȯ</incipit>
<expan>er</expan>
<expan>oc</expan>þa buit hesta .ij. aNan viþ fé
<explicit>ฑᙹ⎵˫ר⎽ۄŊӓ͐ῃദ͗٬☼
enh
ʠȯ</explicit>
<expan>on</expan>o
<textLang mainLang="zh-tw">ⅺ㋤ʑᄽ
<expan>m</expan> aNan til reiþ
</textLang> </msItem>
<expan>ar</expan></explicit>
<textLang mainLang="ONI">Old
Norse/Icelandic</textLang> </msItem>

<msItemStruct>
ծؐኽ܈ɺ̳ٴㅮᲿ᱿ᐉඖဎⲩŊ⥿̳ٴㅮᲿએ߱ᅠ༆ợ༆ợⵒӠ᱿ᇜҙૌʑȯ
Module: msdescription
Attributes: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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ᐻᆙ⳺᱿ᄽㆩࠣӠㆩȯ(ɺΤघΤ˩ᷪŊᕓΤ˩ᷪ˩⠧ɺΤ߱ TEI ᐻㆊʑҀ₪ textClass 
ဏͧ᱿ᄽ˴ӠㆩҀ₪ȯ)
Example: <msItemStruct n="2" defective="false"
class="biblComm"> <locus from="24v"
to="97v">24v-97v</locus>
<author>Apringius de Beja</author>
<title type="uniform" xml:lang="lat">Tractatus in
<msItemStruct> <locus from="1"
Apocalypsin</title>
to="4">pp.1-4</locus>
<rubric>Incipit Trac<supplied
<author>ʃ⦀</author>
reason="omitted">ta</supplied>tus in apoka
<lb/>lipsin eruditissimi uiri
<title xml:lang="zh-tw">㓮☦⎡ḽିकএ៊ᛤ
<lb/> Apringi ep
ὁᾀἼཫ⃛ࣤ༥ⅶ₎</title>
<expan>iscop</expan>i Pacensis eccl
<rubric>4 ⚦ŊὮʪ͛ȯ</rubric>
<expan>esi</expan>e</rubric>
<finalRubric>˩ώḽ⥆</finalRubric>
<finalRubric>EXPLIC<expan>IT</expan> EXPO
<bibl><ref
<lb/>SITIO APOCALIPSIS QVA
target="http://catalog.ndap.org.tw/?URN=21
<expan>M</expan> EXPOSVIT DOM
55368">ᄲ̤Ҥ♀⊓Ჿ⻞</ref>ŊߡἼ⎔
<lb/>NVS APRINGIUS EP
<expan>ISCOPU</expan>S. DEO GR
ᢕञણߧሬ㈀ᾷ</bibl>
<expan>ACI</expan>AS AGO. FI
<textLang mainLang="zh-tw">ⅺ㋤ʑᄽ
<lb/>NITO LABORE ISTO.</finalRubric>
</textLang> </msItemStruct>
<bibl><ref
target="http://amiBibl.xml#Apringius1900">Apringi
us</ref>, ed. Férotin</bibl>
<textLang mainLang="la">Latin</textLang>
</msItemStruct>
<msName> (alternative name ሰဘờ)
ծؐ༆ợᤀ᧚હᐉ᱿˶̬ഐೣሰဘờŊЭᆯ ocellus nominum ᆯᇾờ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msName>The Vercelli Book</msName>
<msName>ൔ</msName>

<msPart>
ծؐ׆ᣅ܈ɺȮᣅ⢒༆ợɺⵒ˷᱿༆ợ༆ợⵒӠ᱿〦⫏⤻ȯ
Module: msdescription

<musicNotation>
ծؐᐪ⨲Ớㆩ᱿ဎⲩ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s: <musicNotation> <p>Square notation of
4-line red staves.</p> </musicNotation>
<musicNotation>Neumes in <term>campo
aperto</term> of the St. Gall type.
</musicNotation>
<name> (name, proper noun ờŊ᧚હờ)
ծؐɺΤ᧚હờ ⥱⥱ȯ

<musicNotation><p>⏨߈ℬ⨲⥆⚦ᘍ</p>
</musicNotation>
<musicNotation>St. Gall ೣ᱿<term>campo
aperto</term>⥆⨲ᘍȯ</music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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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core
Attributes:
type
⦦ᆙ⥿ờ⠧ḻㅮᲿ᱿Ớㆩȯ(଼ඖϊծːȮ߸㔄ȮᑨᐉȮᮟٴȮㆊ⦝ᾀȯ)

<nameLink> (name link ờⳐ)
ծؐɺΤờʑ᱿ⳐഎŊ̟ʃ଼ᅠ⥿ờ᱿ɺⵒ˷Ŋ͛ॖ van der ᆯ ofȯ
Module: namesdates
Examples: <persName>
<forename>Frederick</forename>
ߌឤᄽᤀⳐŊᄑᤀᘍဏͧ͛
<nameLink>van der</nameLink>
<surname>Tronck</surname> </persName>
<persName> <forename>Alfred</forename>
<nameLink>de</nameLink>
ߌឤᄽᤀⳐŊᄑᤀᘍဏͧ͛
<surname>Musset</surname> </persName>
<namespace>
ဏͧҢઈҀ₪ဎⲩ᱿Ҁ₪଼᱿ờἇ⿵ʠᔌೣờ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name
ờἇ⿵᱿ᔌೣરᄮờȯ
<namespace
Example: <namespace
name="http://www.tei-c.org/ns/1.0">
name="http://www.tei-c.org/ns/1.0"> <tagUsage
gi="hi" occurs="28" withId="2" render="#it"> Used <tagUsage gi="hi" occurs="28" withId="2"
render="#it"> ХᮢᅠᐻḻԞʀ᱿ᅈ㋤ᄽ
only to mark English words italicised in the copy text
</tagUsage> </namespace>
</tagUsage> </namespace>
<nationality>
ծؐɺᔌೣ᱿ᄝⲩŊ⠧ḻΤː߱⳧Ⴔሷ᱿ߡ‣ҝᖁ⯿Ӡ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reg
ဏͧߡ᱿ɺ⎷ጁೣờŊ⥿ờℶᷪӛ⎊ ISO3166ȯ(଼ඖϊ⋱רᆯߡờɺΤᵬᷪŊқ
≛ᲀહ∑߱ ISO3166 ʑȯ)
Example: <nationality key="US"
<nationality key="US" notBefore="1966">1966
notBefore="1966"> Obtained US Citizenship in
౺വӷ⇾ߡҝᖁ⯿˷</nationality>
1966</nationality>
<node>
ᐻ⥆ɺΤῃ㔄ŊɺΤߧഐʑ⋱רሷᐻ ᱿㔄ȯ
Module: nets
Attributes:
value
ဏͧɺΤῃ㔄ϊŊ⥿ῃ㔄ᣅɺΤԼ⋱ᐉҢ˟ӠኔҀ₪ȯ(ሷᄓ⨯ӲὪᷪȯ)
type
ဏͧῃ㔄ㆩࠣȯ

n

TEI

使 用 指 南 322

運用 TEI 處理中文文獻

଼ඖϊᛤ܈:
initial
⳧ࣀℐ⃘ʑ᱿⬚আῃ㔄
final
⳧ࣀℐ⃘ʑ᱿Ὁῃ㔄
adjTo
ⶑ⎏ᯍԊῃ㔄᱿ῃ㔄᱿⨯ӲὪᷪȯ(⨯ӲὪᷪӬ⠧ȯ)
adjFrom
ⶑ⎊ᯍԊῃ㔄᱿ῃ㔄᱿⨯ӲὪᷪȯ(⨯ӲὪᷪӬ⠧ȯ)
adj
ⶑ⎏⎞ⶑ⎊ᯍԊῃ㔄᱿ῃ㔄᱿⨯ӲὪᷪȯ(⨯ӲὪᷪӬ⠧ȯ)
inDegree
ῃ㔄᱿ҙӠᄄಙŊ֯ᣅⶑ⎊⥿ῃ㔄᱿ῃ㔄ᄲ⸇ȯ(⪭ᄮᄲȯ)
outDegree
ῃ㔄᱿कӠᄄಙŊ֯ᣅⶑ⎏⥿ῃ㔄᱿ῃ㔄ᄲ⸇ȯ(⪭ᄮᄲȯ)
degree
ῃ㔄᱿ӠᄄಙŊ֯ᣅῃ㔄え┮᱿ℬጻᄲȯ(⪭ᄮᄲȯ)
Example: <node xml:id="t6" type="final"
<node xml:id="t6" type="final" inDegree="2"
inDegree="2" outDegree="0"> <label>6</label>
outDegree="0"> <label>6</label> </node>
</node>
<normalization>
྆ӛ͗ᄽ˴Ⱨဘໞヅઈᄽᆹ⣳ጁջᐻջ᱿Ễಙ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source
྆ӛ˶̬⣳ጁջ૪⠗᱿ͩჇȯ(྆ɺΤሬᲿဎⲩҢ˟⥆⻞⥿⣳ጁջ׆ԅ᱿⫏ᅆ͗ȯ)
method
྆ӛᐻḻ⣳ጁջח᱿ᅞᘍȯ
଼ඖϊᛤ܈:
silent
᳅߱ᄽʑ૪⠗⣳ጁջ
tags
Ӵᮢᐻ ℶⱓ͗૪⠗⣳ጁջ
Example: <editorialDecl> <normalization
<editorialDecl> <normalization
method="markup"> <p>Where both upper- and
method="markup"> <p>ᯍञ૯⎞ଅ૯᱿ i, j, u,
lower-case i, j, u, v, and vv have been normalized,
v, ˫ דvv ᐻջŊὪʷ֓ʊ₊˩֬ӽ
to modern 20th century typographical practice, the
<gi>choice</gi> element has been used to enclose ⠛Ŋ<gi>choice</gi>Ҁ₪ଔᮢ͗ծؐ
<gi>orig</gi> ⴒሷ
<gi>orig</gi> and
<gi>reg</gi> қΤҀ₪Ŋʏ⫥ʵᅘ᱿า∑ȯ…
<gi>reg</gi> elements giving the original and
new values respectively. ... </p> </normalization> </p> </normalization>
<normalization method="silent"> <p>Spacing
<normalization method="silent"> <p>⎞ര
between words and following punctuation has been
᱿ᐻ㔄Ὢ⚦ʠ⿵⣳હᗞሷἇጁř⎞⿵⣳હ
regularized to zero spaces; spacing between words
ᮽɺΤἇጁȯ</p> </normalization>
has been regularized to one space.</p>
<normalization
</normalization>
source="http://www.dict.sztaki.hu/webster">
<normalization
<p>ཾᅠ Websters 9th Collegiate Ҥ᱿
source="http://www.dict.sztaki.hu/webster">
˩⇾⦝ᮢᘍ</p> </normalization>
<p>Spelling converted throughout to Modern
</editorialDecl>
American usage, based on Websters 9th Colleg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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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ary.</p> </normalization>
</editorialDecl>
<note>
ծؐえ⥘⥘⸃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type
⦦ᆙえ⥘᱿Ớㆩȯ
(˶̬⳺ᮢ᱿⥘⸃Ӡㆩᲀרᮢ଼̳ඖϊř͛ॖ annotationȮglossȮcitationȮdigressionȮpreliminaryȮ
temporary)
resp
྆ӛ⥿⥘⸃᱿⪸˶ᔖ଼≛Ř̳≛Ȯℶ≛⨿≛ᾀȯ
(྆ӛɺΤᄽ˴ᐻㆊ⡹ઽ⳧ب᱿ːڂŊ⥿ː⪸⪭ڂᄽኽˀଶㄇʀ᱿ԡ̳ȮⱧ⻞ȮℶⱓȮℶᷪえ
⥘ȯ)
anchored
⦦ᆙᄽᆯ؋ㆴḻえ⥘᱿ᷨӡ⇦̤ᤫאȯ
target
྆ӛɺΤ (ᄲΤ) え⥘᱿⥘㔄Ŋᆯ⥘ߣ᱿⬚㔄ȯ
(ᤫאӷ̤ᅠ⥘⚠⬚㔄᱿Ҁ₪ʠ଼ඖ xml:id (͛ॖҀ₪ anchor ᱿଼ඖ xml:id) ȯ)
targetEnd
ॖኞえ⥘ʃᆯை߱ᔌᄽʑŊԅᮢ˫ᐻᆙえ⥘⥘ߣ᱿㔄ȯ
(ᤫאӷታᅠ⥘⚠᱿Ҁ₪ʠ଼ඖ xml:idŊᤫאӷ̤ᅠ⥿⚠᱿ɺΤἇᱺҀ₪ȯ)
Examples: And yet it is not only in the great line of
Italian renaissance art, but even in the painterly <note
type="gloss"><term xml:lang="de">Malerisch</term>.
This word has, in the German, two distinct meanings, one
objective, a quality residing in the object, the other
ᦲᆹ᪗ߤ⎤ሷᕗʋଛŊሦᕚፃ<note
subjective, a mode of apprehension and creation. To
avoid confusion, they have been distinguished in English
type="gloss">ᕚፃŊẰ⤵゛ʬȯ</note>ᆹ
as
ഢߡːɺӡҠᣅΖ✭ㆊᆣሳ
<mentioned>picturesque</mentioned> and
<mentioned>painterly</mentioned> respectively.
(Tr.)</note> style of the Dutch genre painte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at drapery has this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ᔍᦸ᱿⍑ᦸʃએ߱Ŋ̟ȳᆙᆣሶࢊȴӤ
ᱸ᱿⏯ポヅഛ⌳ञℏŊ˜ͧרໟΩه
Mevorakh b. Saadya's mother, the matriarch of the
⏯ポ᱿ԡ̳ᅼ⬶ȯ<note n="35"
family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anchored="true"> ᔍᆹヅഛബଇሷરᄮ᱿
<note n="126" anchored="true"> The alleged mention
⌳Ŋघᆯㆩ̙ᅽቅᅘԮ᱿ȵౡ⠧ȶŊʬ
of Judah Nagid's mother in a letter from 1071 is, in fact,
ଔᆯञℏŊߌᣅᆯ㓿ᦸŊ⥱שʬബ ܈Ŋ
a reference to Judah's children; cf. above, nn. 111 and
ʙ⣬ͩㄅរ྆ḻŊរ̳ࢍ⎈ڂȯ
54. </note> is well known from Geniza documents
published by Jacob Mann.
</note>ഺॎ᱿ᄽㆺጁ⦝ʙ㆛᧚⏨⡹Ŋ...
(ش᪬Ŋȳ⠧រʑߡŘॉᆙᆣ⠧រᄽջ⣶
⤌ᄎᗶ 1910-1945ȴŊ2004ȯ)
<notesStmt> (Notes statement え⥘づ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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ᄇゝҢ˟ⵒӠ᱿ሬᲿဎⲩʑቍ⥆ⰶ᱿˶̬ᄽ˴〦え⥘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notesStmt> <note>Historical commentary <notesStmt> <note>ᔕ⧄⥫᮫㈸҇Ōרឤဏ
provided by Mark Cohen</note>
Ҡ</note>
<note>OCR scanning done at University of
<note>OCR ҆ણⲅ⨯࿕ဎᅠघρघञણ
Toronto</note> </notesStmt>
</note> </notesStmt>
<num> (number ᄲ)
ծؐɺΤ˫˶̬ഐೣا᱿ᄲ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type
྆ӛᄲϊ᱿Ớㆩȯ
଼ඖϊᛤ܈:
cardinal
⃑ଃᄲŊ͛ॖ 21Ȯ21.5
ordinal
ᄲŊ͛ॖὮ 21
fraction
ӠᄲŊ͛ॖʷӠʠɺᆯ߈Ӡʠɿ
percentage
ᱻӠᕗ
value
ᮢᐻഐೣ͗⦦ᆙ⥿ᄲ˩⠧᱿ϊȯ(ɺΤᄲϊȯ)
Example: <p>I reached <num type="cardinal"
value="21">twenty-one</num> on my
<num type="ordinal"
value="21">twenty-first</num> birthday... light
travels at
<num value="10E10">10<hi
rend="sup">10</hi></num> cm per second.</p>

<p>߱<num type="ordinal" value="21">Ὦʷ
֓ɺ</num>ᔓ᱿ᮝᅺटŊໟ⩐ໞ
<num type="cardinal" value="21">ʷ֓ɺ
</num>ᔓʴ... ҆˫ᕓấ
<num value="10E10">10<hi
rend="sup">10</hi></num> ҝӠẼՒȯ</p>

<number>
྆ӛ܈⢒ᄲഐೣȯ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entry> <form> <orth>wits</orth>
<pron>wIts</pron> </form>
<gramGrp> <number>pl</number>
<pos>n</pos> </gramGrp> </entry>

<entry> <form> <orth>wits</orth>
<pron>wIts</pron> </form>
<gramGrp> <number>⢒ᄲ</number>
<pos><⥱/pos> </gramGrp> </entry>

<numeric> (Numeric value ᄲϊ)
⠧ḻԼ⋱ϊ₳ῃ᱿ϊⵒӠ⫏⤻ŊծؐɺΤᄲϊᄲϊߣȯ
Module: iso-fs
Attributes: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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ဏͧ⠧ḻᄲϊ᱿ಎくŊ˫( דᤀᐻᆙ max) Ңʀくȯ(૪ᄲᄮᄲȯ)
max
ဏͧ⠧ḻᄲϊ᱿ʀくȯ(૪ᄲᄮᄲȯ)
trunc
ᐻᆙᆯ؋ະ૽⥿ᄲϊ߈࿁ʽҘ≟חവɺΤᄮᄲȯ
Examples: <numeric value="42"/>
<numeric value="42"/>
<numeric value="42.45" max="50"
<numeric value="42.45" max="50" trunc="true"/>
trunc="true"/>
<nym>
ծؐɺᐻờ˶̬ⵒӠờ᱿હ∑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parts
Ⳑӷໞ᱿ᔌೣờ
Example: <nym xml:id="J452"> <form> <orth
xml:lang="en-US">Ian</orth>
<orth xml:lang="en-x-Scots">Iain</orth> </form>
</nym>

<nym xml:id="J452"> <form> <orth
xml:lang="zh-tw">ᔊ</orth>
<orth xml:lang="zh-cn">㣴</orth> </form>
</nym>

<objectDesc>
ծؐ⤽⧄ʑ˴᱿ቨ⫨ໞໞӠဎⲩȯ
Module: msdescription
Attributes:
form
ɺΤ ᵬ᱿ᮢⳂ૾ᮢờŊ⠧ḻ⥿˛᱿⫨कഐŊ͛ॖ༆༯ȮҩȮᅜᦸȮⵒӠㅪㄇȮԙࢊ
ᾀȯ
( ᵬ᱿ᮢⳂહ∑ờ)
<objectDesc form="codex"> <supportDesc
Example: <objectDesc form="codex"> <supportDesc
material="mixed"> <p>˩ᅽቅ
material="mixed"> <p>Early modern
<material>⇺Თ₣</material>⎞
<material>parchment</material> and
<material>ᱺ₣</material>ȯ</p>
<material>paper</material>.</p> </supportDesc>
</supportDesc>
<layoutDesc> <layout ruledLines="25 32"/>
<layoutDesc> <layout ruledLines="25 32"/>
</layoutDesc> </objectDesc>
</layoutDesc> </objectDesc>
<occupation>
ծؐᔌೣ᱿ᄝⲩŊ⠧ḻΤːഺʶ᱿⠗Ꮘ଼᱿૾Ꮘ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scheme
ဏͧᐻㆊʑҀ₪ taxonomy ᱿⨯ӲὪ⚦Ŋ͗ᐻᆙ͐ᮢ᱿Ӡㆩ₇⃥Ӡㆩᘍȯ(ൕㅱᐻᆙҀ₪
taxonomy)
code
ᐻᆙӠㆩ₇⃥Ӡㆩᘍʑહ∑᱿⊚Ꮘ˩ᷪŊ⥿Ӡㆩ₇⃥Ӡㆩᘍ଼᮫ඖ scheme હ∑ȯ(ൕㅱᐻ
ᆙҀ₪ category)
Examples: <occupation>accountant</occupation>
<occupation>ሳ⤺ో</occupatio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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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 scheme="#rg"
code="#acc">accountant</occupation>
<occupation scheme="#rg" code="#acc">accountant
with specialist knowledge of oil industry </occupation>

<occupation scheme="#rg" code="#acc">
ሳ⤺ో</occupation>
<occupation scheme="#rg" code="#acc">
ႸᗴᏈ᱿ሳ⤺ో</occupation>

<offset> (offset ద⭡ϊ)
߱ᆹ⿵ἇ⿵ద⭡᱿⠧ḻʑŊ⥿ⵒӠ྆ӛқΤ߸ȮᅺቅȮᆹ⿵ʠ⿵ద⭡᱿ᅞඖȯ
Module: namesdates
<opener>
ֈゝᅺቅ߸㔄Ȯ⇨Ȯờד⦝كҢ˟߱֒ᕀὉӛ᱿ㆩ̙ⲆŊ྆Β˴ㆊȯ
Module: textstructure
Examples: <opener> <dateline>Walden, this 29. of
<opener> <dateline>1983 ౺ 7 ሶ 3 ᅺ
August 1592</dateline> </opener>
</dateline> </opener>
<opener> <dateline> <name type="place">Great
<opener> <dateline> <name type="place">ቷ
Marlborough Street</name>
జ⣫</name>
<date>November 11, 1848</date> </dateline>
<date>2008 ౺ 4 ሶ 1 ᅺ</date> </dateline>
<salute>My dear Sir,</salute> </opener>
<salute>⤃᱿ଅŘ</salute> </opener>
<p>I am sorry to say that absence from town and
<p>ബཉᓹŊໟ˚टሷʶᤀᘍ⬘₎Ŋశቃ෨⋱
other circumstances have prevented me from earlier
enquiring...</p>
⧀⤟...</p>

<oRef> (orthographic-form reference ཾ)ᤫא
߱Ҥ͛ʑŊᤫאӛᐻ㆛᱿ཾഐೣȯ
Module: dictionaries
Attributes:
type
྆ӛᣅᤫאӛᐻ㆛ϝ᱿֬ӽΔȯ
଼ඖϊᛤ܈:
cap
㈪ᕒञ૯
nohyph
ᐻ㆛߱ዾ㈪᱿ⳐὪ⚦ᯆ
Example: <entry> <form> <orth>academy</orth>
</form>
<cit type="example"> <quote>The Royal <oRef
type="cap"/> of Arts</quote> </cit> </entry>

<entry> <form> <orth>ણず</orth> </form>
<cit type="example"> <quote>ᲁ♊⠛
<oRef/></quote> </cit> </entry>

<orgDivn> (organizational division ↈӠⵒ)
྆ӛɺΤ᧚હↈ᱿ӠᄄȮӠሳȮӠⵒ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type
ሩરᄮ⦦ᆙ⥿ↈờʑ྆᱿Ӡᄄȯ଼⋱רඖϊሷ branchȮdepartmentȮsectionȮdivision ᾀȯ(˶
̬ʕ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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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
ဏͧ⥿ↈӠⵒ᱿ᐻɺ⎷ጁೣờȯ(˶̬ʕȯ)

<orgName> (organization name ↈờ)
ծؐɺΤↈờ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type
ሩરᄮ⦦ᆙ⥿ↈඖ⫨ȯ଼⋱רඖϊሷ voluntaryȮpoliticalȮgovernmentalȮindustrialȮcommercial
ᾀȯ(˶̬ʕ)
key
ဏͧ⥿ↈ᱿ሰ˩⨯ӲờŊ͛ॖ⫏ᅆಝᒆ〦⼫ȯ(˶̬ʕ)
reg
ဏͧ⥿ↈ᱿ᐻɺ⎷ጁೣờȯ(˶̬ʕȯ)
ञ₎ɺ౺ԊŊ߱<placeName key="PEN">⫖
Example: About a year back, a question of
జ</placeName>᱿
considerable interest was agitated in the <orgName
key="PAS1" type="voluntary"><placeName
<orgName key="PAS1" type="voluntary">
key="PEN">Pennsyla.</placeName> Abolition
ᔋ㓺ॊ֠ሳ</orgName>ŊሷɺࢍⱺՒ᱿
Society</orgName>....
Ⲉȯ

<orgTitle> (organization title ↈờ⚦)
ծؐↈờ᧚ሷ᱿ờ⚦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type
ሩ⦀₳⦦ᆙ⥿ↈờ⚦ȯרᮢ଼ඖϊծ formalȮcolloquialȮacronym ᾀȯ(˶̬ʕ)
reg
ဏͧ⥿ↈ᱿ᐻɺ⎷ờ⚦ȯ(˶̬ʕȯ)

<orgType> (organization type ↈㆩࠣ)
྆ӛ⥿ↈờʑ᱿ɺⵒӠŊҢʑծؐ⥿ↈ᱿ᐉԼ⋱〦⫏⤻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type
ሩ⦀₳⦦ᆙ⥿ờⵒӠ྆᱿ↈㆩࠣȯרᮢ଼ඖϊծ functionȮstructure ᾀȯ(˶̬ʕ)
reg
ဏͧ⥿ↈㆩࠣ᱿ᐻɺ⎷ờȯ(˶̬ʕȯ)

<orig> (original form ׆ᄽጁೣ)
ᐻ⦒׆ᄽʑا᱿ᄽŊʏʈቍ⳧˶̬Δᄊ⣳ጁջ⚠ȯ
Module: core
<l>ॸઈᆯ⡕ञ<څorig><܅/orig>ʴŊᕒ
Examples: <l>But this will be a <orig>meere</orig>
⤃ᵧⳬᗞሷŊໟרʃവ≟ᵧȯ </l>
confusion</l>
<l>And hardly shall we all be
<l>ᕒ⤃บʬᵧⳬřʃ⳧ڌ᱿ᆹαŊִ
<orig>vnderstoode</orig></l>
<orig>౼</orig>ᗞሷ⦦ᆙŊञ₎ʬ˫ᣅ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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ᯍ᱿ʴȯ</l>

<l>But this will be a <choice> <orig>meere</orig>
<reg>mere</reg> </choice> confusion</l>
<l>And hardly shall we all be <choice>
<orig>vnderstoode</orig>
<reg>understood</reg> </choice></l>

(㍇ⲐŊȳᨌːᅺ⥆ȴȯ)
<l>ॸઈᆯ⡕ञ<څchoice> <orig>܅
</orig>
<reg><ײ/reg> </choice> ʴŊᕒ⤃ᵧⳬ
ᗞሷŊໟרʃവ≟ᵧȯ</l>
<l>ᕒ⤃บʬᵧⳬřʃ⳧ڌ᱿ᆹαŊִ
<choice> <orig>౼</orig> <reg>ʏ
</reg> </choice>ᗞሷ⦦ᆙŊञ₎ʬ˫ᣅະ
ᯍ᱿ʴȯ</l>
(㍇ⲐŊȳᨌːᅺ⥆ȴȯ)

<origDate>
ծؐ˶̬ጁೣ᱿ᅺቅŊᮢ˫ᷨ⦓༆ợ༆ợⵒӠ᱿͗ᅺቅȯ
Module: msdescription
<origDate notBefore="-0300"
Example: <origDate notBefore="-0300"
notAfter="-0200">3rd century BCE</origDate>
notAfter="-0200">⣫ҀԊɿʊ₊</origDate>
<origin>
ծؐ〦ᅠ༆ợ༆ợⵒӠ᱿͗ʠ˶̬ဎⲩඖҢ˟⫏⤻ȯ
Module: msdescription
<origin notBefore="1802" notAfter="1845"
Example: <origin notBefore="1802" notAfter="1845"
evidence="internal" resp="#HDM">༯૯ᅠ
evidence="internal" resp="#AMH"> Copied in <name
<name type="origPlace">֬ಙ</name>Ŋר
type="origPlace">Derby</name>, probably from an
⋱⎊ఫӴᄽŊᆹ⿵˛ᅠ 1802 ⎏ 1845 ౺
old Flemish original, between 1802 and 1845,
according to
⿵Ŋ᮫
<persName xml:id="AMH">Anne-Mette
<persName xml:id="HDM">㓳ञ㏦
Hansen</persName>. </origin>
</persName>ဏͧȯ</origin>
<origPlace>
ծؐ˶̬ጁೣ᱿߸Ŋᮢ˫ᷨ⦓༆ợ༆ợⵒӠ᱿͗߸㔄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origPlace>Birmingham</origPlace>
<origPlace>̑ᆙ⇓</origPlace>
<orth> (orthographic form ཾഐೣ)
ဏͧҤᐻ㆛᱿ཾഐೣȯ
Module: dictionaries
Attributes:
type
ဏͧཾ᱿ㆩࠣȯ(˶̬⳺᱿⥱Ŋ͛ॖཚ (ཚɻᄽ) Ȯᐻ (ᐻ) Ȯ⨿ (ㅠ⨿) ᾀȯ)
extent
ㆴḻཾ⫏⤻᱿રᄮỄಙȯ
଼ඖϊᛤ܈:
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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રᄮഐೣ
pref
㈪
suff
ଜ
part
ⵒӠ
Example: <form type="infl"> <orth>brags</orth>
<orth>bragging</orth>
<orth>bragged</orth> </form>

<form> <orth xml:lang="zh-Hant-tw">㕻
</orth>
<orth xml:lang="zh-Hans-cn">囅</orth>
<orth xml:lang="ja-Hani">㲳</orth> </form>

<oVar> (orthographic-variant reference ཾ⩐ջ)ᤫא
߱Ҥ͛ʑŊᤫאӛᐻ㆛᱿ཾ⩐ջഐೣȯ
Module: dictionaries
Attributes:
type
྆ӛ⩐ջỚㆩȯ
଼ඖϊᛤ܈:
pt
⳧ೣ
pp
⳧Ӡ⥱
prp
߱Ӡ⥱
f
ぢඖ
pl
घᄲ
<entry> <form> <orth>ִ</orth> </form>
Example: <entry> <form> <orth>take</orth>
<cit type="example"> <quote>ໟᔍ⤵⏦ʝ
</form>
<cit type="example"> <quote>Mr Burton <oVar
ἼŊ<oVar type="ᯌ㋤">㤪</oVar> ࠈೱ
type="pt">took</oVar> us for French</quote>
ೱⱧඔ</quote> </cit> </entry>
</cit> </entry>
(ڥŌᱺଡᆞŌᬇᬈ⠗)
<p> (paragraph ᕀ┛)
ᐻ⥆ᄣᄽ᱿ᕀ┛ȯ
Module: core
Example: <p>Hallgerd was outside. <q>There is
blood on your axe,</q> she said.
<q>What have you done?</q> </p>
<p><q>I have now arranged that you can be
married a second time,</q> replied Thjostolf.</p>
<p><q>Then you must mean that Thorvald is
dead,</q> she said.</p>
<p><q>Yes,</q> said Thjostolf.
<q>And now you must think up some plan for
me.</q></p>

<p>ໟང⬚ㆊŊ˟༌ʴɺ༂ἜŊӛㆊ
͗ȯ<q>҅ᮝŝ</q> </p>
<p<q>̷⣬ڊȯ┱⸄┤ŝ</q>/>
<p><q>♑Եో⡹Ŋ҅ᮝȯठठ⣬ໟŊ
ሰᮮઙཱྀ㔄ቺ⣫ȯ</q> </p>
<p><q>̷⋱ʃ⋱ʬሰໟཱྀ㔄ቺ⣫ŝ</q>
</p>ɖɖ
<p><q>ᯍᤋ⋱Ŋ҅ᮝȯ</q> ൸ᤋ⿵ㆺ॑Э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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ᗞ㓯ӿ㋉ʴȯ
<q>ᾀɺʁŊໟ༴૯ʁ͗ȯ</q></p>
(ஞ⣫Ōズ̲⚄ȯȳ᫂≸᭔᱿ଇॉȴȯש
ռŘᲁҴŊ2003ȯ)

<particDesc> (participation description ⎞אဎⲩ)
ဎⲩ߱ɺΤ⦝⤵ʻՒʑ⨯ⲅר᱿⦦⥾≛Ȯ⊖ㅠҢ˟≛⎞אȯ
Module: corpus
<particDesc> <listPerson> <person
xml:id="P-1234" sex="2" age="42"> <p>
ॉඖŊἊʴɺ˴㓺₡⸉⃦⿵᱿ℤ⯿ᅲ
⡁ŊɺΤञⳬं㋺ፎവᣏ҆ᖛ᱿㋧⊗߱
Example: <particDesc> <listPerson> <person
ㆊㅫʀř≸࣏Ȯㅮ⼍Ȯ༆ʕȮ㋱⸒Ȯ⸉ᷝ
xml:id="P-1234" sex="2" age="42"> <p>Female
informant, well-educated, born in Shropshire UK, 12 Jan
ⱇᤕ᱿ដʴɺ⯿ȯ</p> </person>
1950, of unknown occupation. Speaks French fluently.
<person xml:id="P-4332" sex="1">
Socio-Economic status B2.</p> </person>
<persName> <surname>⸉</surname>
<person xml:id="P-4332" sex="1"> <persName>
<forename>҃㓚</forename>
<surname>Hancock</surname>
<addName>⸉ञ</addName>
<forename>Antony</forename>
</persName>
<forename>Aloysius</forename>
<residence notAfter="1970"> <address>
<forename>St John</forename> </persName>
<street>⣫᮱</street>
<residence notAfter="1959"> <address>
<street>Railway Cuttings</street>
<settlement>שռ</settlement>
<settlement>East Cheam</settlement> </address>
</address> </residence>
</residence>
<occupation>⎮ॉ</occupation>
<occupation>comedian</occupation> </person>
</person>
<relationGrp> <relation type="personal"
<relationGrp> <relation type="personal"
name="spouse" mutual="#P-1234 #P-4332"/>
name="spouse" mutual="#P-1234
</relationGrp> </listPerson> </particDesc>
#P-4332"/> </relationGrp> </listPerson>
</particDesc>
(ᱺ҅ՍŊȱ⸉ञ᱿ሱരɺङȲŊȳשռ
ːȴȯ)

<particLinks> (participant relationships ≛⎞א〦)
ဎⲩɺㅮ⦝⤵ʻՒʑ≛⎞אʠ⿵᱿〦ḽ˅〦⊓ȯ
Module: namesdates
<pause>
⦦⥾ʠ⿵⦦⥾ᆹ᱿ϟㅺȯ
Module: spoken
Example: <pause dur="PT42S"
type="pregnant"/>
<pb> (page break Ӡㅪ)
˫ᐻᤫא₇⃥͗ᐻ⥆ㅪ⎞ㅪʠ⿵᱿Ӡ᮹ℬȯ
Module: core

<pause dur="PT42S" type="preg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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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s:
ed
྆ӛ⥿Ӡㅪ̤ᅠڊɺᦹȯ(Ⳑ↲᱿ʕřⳇᆯᮢᕒُᄲὪ⚦͗ᐻḻᦹȯ)

<per> (person ːờ)
ծؐҤʑሷତ༿⩐ջ܈᱿ːờഐೣ (ὮɺȮὮʷȮὮɿᾀ) ȯ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entry> <form type="inflected">
<gramGrp> <per value="2"/>
<number value="singular"/>
<tns value="present"/>
<mood value="indicative"/> </gramGrp>
ߌឤᤀȵጁȶ᱿⩽Ŋᄑʃဏͧ͛ȯ
<form type="personalpronoun"> <orth>du</orth>
</form>
<form type="headword"> <orth>
<oVar>triffst</oVar> </orth> </form> </form>
</entry>
<performance>
ծؐԊㅪരㅪⵒӠŊဎⲩԮ̳ٴ᱿ɺ⎷រӛᅞೣȮሯ߱ኽˀ᧚હࢍ᱿រӛᅞೣȯ
Module: drama
<performance> <p><rs type="place">ᅘὌఱ
ᄽջଞរ♊ೕ</rs>,
Examples: <performance> <p><rs
type="place">Gateway Theatre, Edinburgh</rs>,
<date>2008 ౺ 3 ሶ 14 ᅺ</date>
<date>6 September 1948</date>
<castList> <castItem> <role>ṵᆨ</role>
<castList> <castItem> <role>Anath Bithiah</role>
<actor>づ∑</actor> </castItem>
<actor>Athene Seyler</actor> </castItem>
<castItem> <role>㓚ሶ</role>
<castItem> <role>Shendi</role>
<actor>づॖ</actor> </castItem>
<actor>Robert Rietty</actor> </castItem>
</castList></p>
</castList></p>
<p>Directed by <name>E. Martin
<p>Ჶ⢌Ř <name>ቦᖝവ</name></p>
Browne</name></p> </performance>
</performance>
<note n="n34">ṵᆨਨॉ</note>
<performance> <p>Cast of the original production
<performance> <p>㈪រϐ<rs type="place">
at the <rs type="place">Savoy Theatre,
שռߡԮず</rs>ᅠ
London,</rs> on
<date>September 24, 1907</date>
<date>2007 ౺ 10 ሶ 12 ᅺ</date>
<castList> <castItem>Colonel Hope : Mr
<castList> <castItem>㓚: റࢉ⹋
A.E.George</castItem> </castList> </p>
</castItem> </castList> </p> </performance>
</performance>
<persEvent>
ծؐΤːᮝلʑң⸅⣬า∑᱿ʶ˴ဎⲩȯ
Module: namesdates

<persName> (personal name Τːờ)
ծؐɺΤːŊ⋱רᆯ˶̬Қⵒ଼ᅠ⥿ː᱿ȮᕿȮᄪờȮえԽᾀ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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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namesdates

Example: <persName><forename>Edward</forename>
<forename>George</forename>
<surname type="linked">Bulwer-Lytton</surname>,
<roleName>Baron Lytton of
<placeName>Knebworth</placeName></roleName></persName>

<persName><forename>ऑ
ᦲ</forename>
<forename>Თ≻
</forename>
<surname>ᘘ᧚⓽ᦲ
</surname>Ŋ
<roleName><placeName>ᘍ
ߡ</placeName>⩽ᙜ⥸ː
</roleName></persName>

<person>
ဏͧɺΤᵧː᱿〦⫏ᅆŊ͛ॖ⦝⤵ʻՒʑ᱿≛⎞אȮᆯᔕ͗ʑဏד᱿ː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role
⦦ᆙ⥿ː᱿ʙ⣬⤑⏨Ӡㆩȯ(ɺΤघΤ〦⼫Ŋ˫ἇᱺ⼫ぽȯ)
sex
྆ӛ⥿ː᱿ඖӲȯ
age
྆ӛ⥿ː଼᱿౺㕤ଶȯ(૽ဏͧ⩀଼ඖϊ)
Examples: <person sex="2" age="42">
<person sex="2" age="42"><p>ॉඖ⡕بȯ
<p>Female respondent, well-educated, born in
Shropshire UK, 12 Jan 1950, of unknown occupation. 1950 ౺ 1 ሶ 12 ᅺᮝᅠ⣫♀Ŋ॑⏦⳧טᄞ⋀Ŋ
⊚Ꮘʃᆙȯ⋱⦦ᙟӴឤ⦝Ŋʑᮟべ₤ȯ</p>
Speaks French fluently. Socio-Economic status
</person>
B2.</p> </person>
<person xml:id="Ovi01" sex="1" role="poet">
<person xml:id="Ovi01" sex="1" role="poet">
<persName xml:lang="en">Ovid</persName>
<persName xml:lang="en">Ovid</persName>
<persName xml:lang="zh-tw">ीℋോ
<persName xml:lang="la">Publius Ovidius
</persName>
Naso</persName>
<birth when="-0044-03-20"> ⣫ҀԊ 43 ౺ 3
<birth when="-0044-03-20"> 20 March 43 BC
ሶ 20 ᅺ<placeName> <settlement
<placeName> <settlement
type="city">Sulmona</settlement>
type="city">Sulmona</settlement>
<country key="IT">Italy</country>
<country key="IT">∑ञӴ</country>
</placeName></birth>
</placeName></birth>
<death notBefore="0017" notAfter="0018">17 or
<death notBefore="0017" notAfter="0018">⣫
18 AD <placeName> <settlement
Ҁര 17  18 ౺<placeName> <settlement
type="city">Tomis (Constanta)</settlement>
type="city">Tomis (Constanta)</settlement>
<country key="RO">Romania</country>
<country key="RO">⇵㈸ଛˁ</country>
</placeName></death> </person>
</placeName></death> </person>
<personGrp> (personal group ːߨ㋤)
ဎⲩɺΤᣅӠኔᲿ᱿≟⡕⣶ᣅ܈ɺΤː᱿ߨ㋤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role
⦦ᆙ⥿ߨ㋤߱ʻՒʑ༜រ᱿⤑⏨ȯ(〦⼫ㅱ⡕હ∑)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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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ӛ⥿ߨ⎞א㋤᱿ඖӲȯ
age
྆ӛ⥿≛⎞א଼᱿౺㕤ଶȯ(૽ဏͧ⩀଼ඖϊ)
size
ဏͧ⥿ߨ㋤᱿ (₎ᯆ) ञଅȯ(רծؐᄲ˫דᷨಙ྆ḻŊ͛ॖञ₎ 200)
Example: <personGrp xml:id="pg1"
<personGrp xml:id="pg1" role="audience"
role="audience" sex="mixed" size="approx 50"/>
sex="mixed" size="approx 50"/>
<persState>
ծؐΤː᱿⯿Ӡᗼḽሳ߸̤ဎⲩȯ
Module: namesdates

<persTrait>
ծؐΤː⯿᧚ᄽջߌ₪᧚᱿ဎⲩȯ
Module: namesdates

<phr> (phrase ᦸ⦝)
⠧ḻɺΤᄽᘍʀ᱿ᦸ⦝ȯ
Module: analysis
Example: <phr type="verb"
function="extraposted_modifier">To talk <phr
type="preposition" function="complement">of
<phr type="noun" function="object">many
things</phr> </phr> </phr>

<phr type="Ւ⥱"
function="extraposted_modifier">⦹ <phr
type="˛⥱" function="⡵⦝"><דphr type="
 "⥱function="⥓>"⥱טघʶ</phr>
</phr> </phr>

<physDesc>
ծؐɺΤ༆ợ༆ợⵒӠ᱿રᄮቨ⫨ဎⲩŊ˫רӴᮢ model.physDescPart class ʑ᱿૾Ҁ₪ⴆႹඖ
߸ҪӠㆩȯ
Module: msdescription

<placeName>
ծؐɺΤᷨӡ̤⇦ଃ̤⇦᱿ờȯ
Module: namesdates
Examples: <placeName>
<settlement>Rochester</settlement>
<region>New York</region> </placeName>
<placeName> <geogName>Arrochar
Alps</geogName>
<region>Argylshire</region> </placeName>
<placeName> <measure>10 miles</measure>
<offset>Northeast of</offset>
<settlement>Attica</settlement> </placeName>

<placeName> <settlement>ሮൌᅗ᧚
</settlement>
<region>ₚ₎</region> </placeName>
<placeName> <geogName>टᖷ
</geogName>
<region>ᅘᯖ</region> </placeName>
<placeName> <settlement>ᣏ㍇ቌ㕑
</settlement>

TEI

使 用 指 南 334

運用 TEI 處理中文文獻

<offset>ռⴗ</offset>
<measure>֓<ډ/measure> </placeName>
<pos> (part of speech ⥱ඖ)
྆ᆙᐻ㆛᱿⥱ඖ (⥱ȮՒ⥱Ȯഐૌ⥱ᾀ)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entry> <form> <orth>isotope</orth>
</form>
<gramGrp> <pos>adj</pos> </gramGrp>
</entry>

<entry> <form> <orth>isotope</orth> </form>
<gramGrp> <pos>ഐૌ⥱</pos> </gramGrp>
</entry>

<postBox> (postBox ⵞᄎΒᾼ)
ծؐɺΤᄲҢ˟⨯ӲờŊᐻḻ⠞ⳬ߸߽ʠक᱿ⵞ˴Ⲷ㔄ȯ
Module: core
Example: <postBox>P.O. Box 280</postBox>
<postBox>ೊజⵞଞὮ 280 ⚦Βᾼ</postBox>
<postCode> (postCode ⵞ֒⚦)
ծؐɺΤᄲᕒԽᄲ᱿֒ࡍ˩ᷪŊ଼ᅠⵞ߸߽᱿ɺⵒӠŊᮢ˫ ջⵞ˴᱿ӠㆩדⲶడ
̳ȯ
Module: core
Examples: <postCode>HR1 3LR</postCode>
<postCode>310</postCode>
<postCode>310-51</postCode>
<postCode>60142-7</postCode>
(שᢕ֒ɿᷪ⎞ɿԽʷᷪⵞ֒⚦)

<pRef> (pronunciation reference ᱹㅠ)ᤫא
߱Ҥ͛ʑŊᤫאӛᐻ㆛᱿ᱹㅠഐೣȯ
Module: dictionaries
<preparedness>
ဎⲩᄽ⋱ר⡕⣶ᣅ⳧Ј⎊ᤋا᱿Ễಙȯ
Module: corpus
Attributes:
type
⦦ᆙЈỄಙ᱿ㆩࠣȯ
଼ඖϊᛤ܈:
none
⎊ᤋاቍЈ
scripted
ͩᤫợઈ
formulaic
ͩᤫɺहʶ҅હ∑᱿⣳
revised
ᄽاԊʶ҅⳧។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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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preparedness type="none"/>

<principal> (principal researcher ʙᶇἄ≛)
ဏͧ⪭⪸ヅઈᄽ˴⢌̳᱿ʙᶇἄ≛᱿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principal>Gary Taylor</principal>

<preparedness type="ᤀ"/>

<principal>▼Ҁࡢ</principal>

<profileDesc> (text-profile description ᄽ˴⋍ᇓဎⲩ)
ဏͧᄽ˴ሬᲿඖᅞㄇ᱿₳ῃဎⲩŊ᧚Ӳᆯ͐ᮢ᱿⦝⤵דᓝ⣬⦝⤵Ȯ̬߱Ớᗼʁ⢌̳Ȯ⎞א
ːדڂҢ᭔ࣀ⋍ᇓȯ
Module: header
<profileDesc> <langUsage> <language
Example: <profileDesc> <langUsage> <language
ident="fr">ᘍᄽ</language> </langUsage>
ident="fr">French</language> </langUsage>
<textDesc n="novel"> <channel mode="w">ӛ
<textDesc n="novel"> <channel mode="w">print;
part issues</channel>
ᦹٴř૾㆛ⱓ</channel>
<constitution type="single"/>
<constitution type="single"/>
<derivation type="original"/>
<derivation type="original"/>
<domain type="art"/>
<domain type="art"/>
<factuality type="fiction"/>
<factuality type="fiction"/>
<interaction type="none"/>
<interaction type="none"/>
<preparedness type="prepared"/>
<preparedness type="prepared"/>
<purpose type="entertain" degree="high"/>
<purpose type="entertain" degree="high"/>
<purpose type="inform" degree="medium"/>
<purpose type="inform" degree="medium"/>
</textDesc>
</textDesc>
<settingDesc> <setting> <name>Paris,
<settingDesc> <setting> <name>ᘍߡఫ㓷
France</name>
</name>
<time>Late 19th century</time> </setting>
<time>19 ʊ₊ᇄቅ</time> </setting>
</settingDesc> </profileDesc>
</settingDesc> </profileDesc>
<projectDesc> (project description ⤺ᯉဎⲩ)
⦀ⲩ૽ヅઈᒆጊℶᷪ᱿ᲿᐻᲿ᱿Ŋ˫דҢ˟〦ᅠᒆጊֈゝᄇゝỄ᱿˶̬⫏⤻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projectDesc> <p>Texts collected
<projectDesc> <p>ᄽ˴ᄇゝᅠ 1990 ౺ 7 ሶŊ
for use in the Claremont Shakespeare Clinic,
ቷజተᮥ⥸̳ᶇ⤽ሳ͐ᮢ</p> </projectDesc>
June 1990</p> </projectDesc>
<prologue>
ծؐԮࢍᱺŊ᧚ُ⋱רહរӛᄑʶࢍᇓ〦Ŋɺ⎷ᆯ᮫ɺΤរ⌉ڂサԮʑ⯿˷͗ቁ⩊ȯ
Module: drama
Example: <prologue> <sp> <l>Wits, like
<prologue> <sp> <l>̬ᆹঅॸҪⳏŊチヅⱺ
physicians never can agree,</l>
ⱺジ╗╗ŝ</l>
<l>When of a different society.</l>
<l>ʈᾀᣪᤞ߈つŊᄜⰊ㋧ळӕᓼߊȯ</l>
<l>New plays are stuffed with wits, and with
deboches,</l>
<l>֚ୀऔᤫଋؐⱇȯ</l>
<l>That crowd and sweat like cits in May-Day
<l>̬⚠ⳏŝ</l>
coaches.</l> </sp>
<l>߱⒆׆ȯ</l>
<trailer>Written by a person of quality</tra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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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ogue>

<l>Ҡ⣲㓤҇ᱺȯ</l>
<l>ໟ͗ʴŊᨮ⪣ȯ</l>
<l>ᱭ✇➱פໟʴȯ</l>
<l>͗ʬȯ</l>
<l>⇾֯ʇณʇ֯⇾Ŋ≊∴ᕕュॡʺ⸄ȯ</l>
</sp>
<trailer>ɿॉథʁ</trailer> </prologue>
<note n="n35">⒠ंᕗˁŊȳ㈸҇ᱺȴȯ</note>

<pron> (pronunciation ᱹㅠ)
ծؐ⥿᱿ɺỚघỚᱹㅠᅞᘍȯ
Module: dictionaries
Attributes:
extent
྆ӛ⥿ᱹㅠᣅરᄮⵒӠᱹㅠȯ
଼ඖϊᛤ܈:
full
રᄮഐೣ
pref
㈪
suff
ଜ
part
ⵒӠ
notation
ᑨ⩊⥱ҤʑӛɺΤ˫ʀ᱿ᱹㅠ⥆⚦Ŋ߱ᔍ྆ӛᮢᅠ⥿ᱹㅠ᱿⥆⚦ȯ(଼ඖϊ͛: IPAȮMurray
ᾀ )
Example: <entry> <form><orth>obverse</orth>
<entry> <form<orth>૽</orth>
<pron>'äb-`�rs</pron>,
<pron>jiang4</pron>/>
<pron extent="prefix">äb-`</pron>,
<gramGrp> <pos><⥱/pos>
<pron extent="prefix">�b-`</pron></form>
</gramGrp> </entry>
<gramGrp> <pos>n</pos> </gramGrp> </entry>
<provenance>
ծؐ˶̬ဎⲩඖҢ˟⫏⤻Ŋ〦ᅠ༆ợ༆ợⵒӠ᱿ᔕʑ܈ɺרᷨ⦓᱿ʶ˴Ŋᱹᮝ߱༆ợᮟᮝ
ʠരȮחവʠԊȯ
Module: msdescription
<provenance>1020 ౺Ӭᣅ૰᱿⪮ᮟȯ
Example: <provenance>Listed as the property of
Lawrence Sterne in 1788.</provenance>
</provenance>
<provenance>Sold at Sothebys in
<provenance>1024 ౺ᅠᘾぬ⫢ӛȯ
1899.</provenance>
</provenance>
<ptr>
ᐻᆙɺΤ⎞Ң˟̤⇦Ⳑ᱿྆ᐻ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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ဏͧɺΤघΤ⃥ɺ⫏⨯ӲὪ( ᤫאURI References) ͗ң㋤⦦ᆙ྆ᐻ྆᱿̤⇦ȯ
(ɺΤघΤ⦝ᘍᔌᷨ᱿⃥ɺ⫏⨯ӲὪ( ᤫאURI)ŊʈघΤ⃥ɺ⫏⨯ӲὪʠ⿵ൕㅱ˫ἇᱺ⼫ぽ
ȯ܈ɺ⃥ɺ⫏⨯ӲὪʠʑʃѿ⥓ሷἇᱺŊൕㅱሷἇᱺŊԅະ⥿͐ᮢᐻᑨӼ͗ⳚӛŊ͛ॖ
TEI%20Consortiumȯ)
cRef
ᮢҀ₪ refsDecl ߱ TEI ᐻㆊҙહ∑᱿ᐻ⦦͗ᤫאᆙ྆ᐻ̤྆⇦ȯ
(͐ᮢ⤟ኔᐻᤫאរᾰര᱿ኞ (⦀⣲ὁῃ) ະ⥿ᆯሷᄓ᱿⃥ɺ⫏⨯ӲὪŊᤫארӷᲿᐻ̤
⇦ȯ )
Example: <ptr target="#p143 #p144"/>
<ptr target="#p143 #p144"/>
<ptr target="http://www.tei-c.org"/>
<ptr target="http://www.tei-c.org"/>
<publicationStmt> (publication statement ӛᦹづⲩ)
ֈゝヅઈᄽ˴Ң˟ㆩࠣᄽ˴᱿ӛᦹᱹ⠗〦⫏⤻ȯ
Module: header
<publicationStmt> <publisher>⸅ञણӛᦹḽ
Examples: <publicationStmt> <publisher>C.
Muquardt </publisher>
</publisher>
<pubPlace>Bruxelles & Leipzig</pubPlace>
<pubPlace>ʑߡŘ⸅</pubPlace>
<date when="1846"/> </publicationStmt>
<date when="2002"/> </publicationStmt>
<publicationStmt> <publisher>ञ࢘ᄽջ
<publicationStmt> <publisher>Chadwyck
</publisher>
Healey</publisher>
<pubPlace>Cambridge</pubPlace>
<pubPlace>שᢕŘשռ</pubPlace>
<availability> <p>Available under licence
<availability> <p>ᦹᓏሷ ≒֬ൕἄ</p>
only</p> </availability>
</availability>
<date when="1992">1992</date>
<date when="1992">1992</date>
</publicationStmt>
</publicationStmt>
<publisher>
ဏͧ⪭⪸ӛᦹᱹ⠗ሬᲿㅮᲿ᱿ᑨᐉờȯ
Module: core
Example: <imprint>
<pubPlace>Oxford</pubPlace>
<publisher>Clarendon Press</publisher>
<date>1987</date> </imprint>
<pubPlace>
ծؐሬᲿㅮᲿ᱿ӛᦹ߸ờȯ
Module: core

<purpose>
ဎⲩ⥿ᄽ᱿ɺㅮᲿ᱿ᝄⳇԼ⋱
Module: corpus
Attributes:
type
⦦ᆙɺㅮ᧚હㆩࠣ᱿Ჿ᱿ȯ
଼ඖϊᛤ܈:
persuade
ᄞȮೊبȮઽЗᾀ

<imprint> <pubPlace>ʀᙹ</pubPlace>
<publisher>ʀᙹ‣מӛᦹḽ</publisher>
<date>2008</date> </im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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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
⎊ໟ⠧ⳭȮ⎊ᱺᾀ
inform
ЗⳭ⤻Ȯᄞ⋀ᾀ
entertain
ᚉȮাᐪᾀ
degree
⦦ᆙ⥿Ჿ᱿̫᱿⸅⣬ඖỄಙȯ
Example: <purpose type="persuade"
degree="high"/>
<purpose type="entertain"
degree="low"/>

<purpose type="persuade" degree="high"/>
<purpose type="entertain" degree="low"/>

<pVar> (pronunciation-variant reference ᱹㅠ⩐ջ)ᤫא
߱Ҥ͛ʑŊᤫאӛᐻ㆛᱿ᱹㅠ⩐ջഐೣȯ
Module: dictionaries

<q> (quoted speech, thought, or writing ೧ᮢ᱿⤵⥱ȮඎบȮᄽ)
ծؐᐻ⥆ᣅ (᳖̙) ೧ᮢ⎊˟⚠᱿ҙૌř߱ᄝⲩᄽʑŊᔍҀ₪ᮢ͗ᐻ⥆᳅⿵ᄝⲩř߱ҤʑŊ
ᮢ͗ᐻ⥆૪͛ℶ≛⥑⤺᱿͛ř߱૯ဎⲩҢ˟ʀଶ⫏⤻ʑŊᮢ͗ᐻ⥆᮫͗ᄽʑၪ⻞
᱿೧ᄽ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type
רᮢ͗྆ӛ೧ᄽҙૌᣅ⤵⥱ඎบŊ≛ϝሩ⦀₳᱿೧ᄽဎⲩȯ
଼ඖϊᛤ܈:
spoken
⠧ḻ᳅ᄝⲩŊⳇሳᐻʀ೧⚦ȯ
thought
⠧ḻඎ≙ҙૌŊ͛ॖҙൔ᩸ᱺȯ
written
೧ᮢ⎊ɺ˷ሬㄇ͗ᄽ˴ȯ
Example: It is spelled <q>Tübingen</q> — to enter
ɿΤ㌽ᯘ̳ <q>䝜</q>Ŋ — ᓥཾӛᔍ
the letter
<q>䝜</q>Ŋ˫ר
<q>u</q> with an umlaut hold down the
<q>ឤ⦝ཾㅠ</q> ⱚҘ
<q>option</q> key and press
<q>xin</q>֯רȯ
<q>0 0 f c</q>
<quotation>
⦦ᆙ߱ℶⱓʀᆯॖ̬⚠͗ᄽ˴ʑ᱿೧ᄽὪ⚦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marks
྆ӛ೧ᄽὪ⚦ᆯ؋߱ᄽʑ⡕Ύᮽᣅҙૌ᱿ɺⵒ˷ȯ
଼ඖϊᛤ܈: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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ʃΎᮽ˶̬೧ᄽὪ⚦
some
ΎᮽⵒӠ೧ᄽὪ⚦
all
Ύᮽሷ೧ᄽὪ⚦
form
⦦ᆙ೧ᄽὪ⚦ॖ̬ᐻḻᅠᄽʑȯ
଼ඖϊᛤ܈:
data
೧ᄽὪ⚦˫ᄲჇഐೣ͗Ύᮽȯ
rend
೧ᄽὪ⚦᱿ഐೣߗહ˫଼ඖ rendition ͗⠧ḻȯ
std
೧ᄽὪ⚦᱿͐ᮢ⡕ᐻջȯ
nonstd
೧ᄽὪ⚦᱿اʏᤀɺ⎐ඖȯ
unknown
೧ᄽὪ⚦᱿͐ᮢഐʃᆙȯ
Examples: <quotation marks="none" form="rend">
<p>No quote marks have been retained. Instead,
the <att>rend</att> attribute on the
<gi>q</gi> element is used to specify what kinds of
quotation mark was us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list:
<list type="gloss"> <label>dq</label>
<item>double quotes, open and close</item>
<label>sq</label>
<item>single quotes, open and close</item>
<label>dash</label>
<item>long dash open, no close</item>
<label>dg</label>
<item>double guillemets, open and close</item>
</list> </p> </quotation>
<quotation marks="all" form="std"> <p>All
quotation marks are retained in the text and are
represented by appropriate Unicode
characters.</p> </quotation>

<quotation marks="none" form="rend"> <p>ʃ
Ύᮽ೧⚦ŊᄊᮢҀ₪<gi>q</gi>ҙ᱿଼ඖ
<att>rend</att> ͗֒Ӡ೧⚦᱿ỚㆩŊỚㆩॖ
ʁŘ
<list type="gloss"> <label>dq</label>
<item>キ೧⚦ŊԊര׳ɺ</item>
<label>sq</label>
<item>܈೧⚦ŊԊര׳ɺ</item>
<label>dash</label>
<item>ᶝ༿⚦ŊХԊㄇɺΤ</item>
<label>dg</label>
<item>キᾺ⚦ŊԊര׳ɺ</item> </list>
</p> </quotation>
<quotation marks="all" form="std"> <p>Ύᮽ
ሷ೧⚦Ŋ˫⳺᱿ Unicode ഐ⠧ḻȯ</p>
</quotation>

<quote> (quotation ೧ᄽ)
ծؐᄝⲩ≛̳≛೧ᮢ⎊ᄽ˫क͗᱿ (⥱ )ןᕀ┛ȯ
Module: core
Example: Lexicography has shown little sign of
being affected by the work of followers of J.R. Firth,
ઔ໒ઈۊઓȯઈሦŘ<quote>ᤀⳮȯ</quote>
probably best summarized in his slogan,
<ref>(⧄⦝ŘֱɺŘᣅᄎὮʷ)</ref>
<quote>You shall know a word by the company it
keeps</quote> <ref>(Firth, 1957)</ref>
<rdg> (reading ଃະ)
ծؐ׆ᄽ⩐ᯌʑ᱿ɺΤଃະȯ
Module: textcrit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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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rdg wit="#Ra2">Eryment</rdg>

<rdg wit="#Ra2">Eryment</rdg>

<rdgGrp> (reading group ଃະ∌)
׆ᄽ⩐ᯌʑŊֈゝқΤघΤ⦓ᣅңሷዾ〦ᅠҢ˟ᅞㄇඖ⫨ㆩ̙᱿ଃະȯ
Module: textcrit
Example: <app> <lem wit="#El
<app> <lem wit="#El #Ra2">ࣱ</lem>
#Ra2">though</lem>
<rdgGrp type="orthographic"> <rdg
<rdgGrp type="orthographic"> <rdg
wit="#zh_tw">ࣱ</rdg>
wit="#Hg">thogh</rdg>
<rdg wit="#zh_cn">㣉</rdg> </rdgGrp>
<rdg wit="#La">thouhe</rdg> </rdgGrp>
</app>
</app>
<re> (related entry 〦Ⲇጻ)
ُᐻ㆛〦⊓᱿ҤⲆጻŊЭᆯծ߱ɺΤሩञⲆጻʑ᱿⢒⦝ᦸ⠘ᮝȯ
Module: dictionaries
Attributes:
type
ᮢ⳺᱿Ӡㆩᅞᘍ૽〦⊓᱿ⲆጻӠㆩȯ(˶̬ XML ờὪ⚦᱿ʕ)
<entry> <form> <orth>⦲Თ</orth>
<pron>tiau2 pi2</pron> </form>
Examples: <entry> <form> <orth>neu·ral</orth>
<gramGrp> <pos>ഐૌ⥱</pos>
<pron>'n(y)�r-�l</pron> </form>
</gramGrp>
<gramGrp> <pos>adj</pos> </gramGrp>
<sense n="1"> <def>ʃ㉀ㅯřᨢᩛʃᆞଃ
<sense n="1"> <def>of, relating to, or affecting a
nerve or the nervous system</def> </sense>
ˡȯ</def> </sense>
<sense n="2"> ... </sense>
<sense n="2"> ... </sense>
<re> <form> <orth>neurally</orth>
<re> <form> <orth>⦲Თ߸</orth>
<pron extent="suffix">-�-l�</pron> </form>
<pron extent="suffix">tiau2 pi2 de</pron>
<gramGrp> <pos>adv</pos> </gramGrp> </re>
</form>
</entry>
<gramGrp> <pos>Ԟ⥱</pos>
</gramGrp> </re> </entry>
<entry> <form> <orth> abeja </orth>
<entry> <form> <orth>abeja</orth> </form>
</form>
<gramGrp> <gen>f. </gen> </gramGrp>
<gramGrp> <gen> ぢඖ </gen>
<sense n="1."><usg type="domain"> (ento.) </usg>
</gramGrp>
<def> bee </def>. </sense>
<sense n="1."><usg type="domain"> ᆑ⟑ણ
<sense n="2."><def> busy bee, hard worker
</def>. </sense>
</usg>,
<sense n="3."><usg orig="A." type="domain">
<def> ✭✙ </def>. </sense>
(astron.) </usg>,
<sense n="2."><def> ൢ᷉᱿✭✙Ŋడ̳ᨌ
<def> Musca </def> — </sense>
</def>ȯ</sense>
<re> <form><orth orig="a. albanila"> abeja
<sense n="3."><usg orig="A."
albanila </orth>, </form>
type="domain"> टᄽણ </usg>,
<sense><def>mason bee</def>;</sense> </re>
<def> ╳⟠ಚ</def> — </sense>
<re> <form><orth orig="a. carpintera"> abeja
<re> <form><orth orig="a. albanila"> abeja
carpintera </orth>, </form>
albanila </orth>, </form>
<sense><def>carpenter bee </def>;</sense>
</re>
<sense><def>ᵲఠ✙ </def>; </sense>
<re> <form> <orth xml:id="re-o3" orig="a. reina or
</re>
maestra"> abeja reina </orth>
<re> <form><orth orig="a. carpintera">
<orth mergedIn="#re-o4"> abeja maestra </orth>
abeja carpintera </orth>, </form>
</form>
<sense><def> ቌւ✙ </def>;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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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def> queen bee </def>;</sense> </re>
<re> <form> <orth xml:id="re-o4" orig="a. neutra or
obrera"> abeja neutra </orth>
<orth mergedIn="#re-o3"> abeja obrera </orth>
</form>
<sense><def>worker bee</def>.</sense> </re>
</entry>

</re>
<re> <form> <orth xml:id="re-o1" orig="a.
reina or maestra"> abeja reina </orth>
<orth mergedIn="#re-o1"> abeja maestra
</orth> </form>
<sense><def> ॉ᪗✙</def>; </sense>
</re>
<re> <form> <orth xml:id="re-o2" orig="a.
neutra or obrera"> abeja neutra </orth>
<orth mergedIn="#re-o2"> abeja obrera
</orth> </form>
<sense><def> డ✙ </def> ȯ</sense>
</re> </entry>

<recordHist>
ဏͧ༆ợ⯿⦦ᆙ᱿ӛ⚠⎞Δ⤶ᨊ๗〦⫏⤻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recordHist> <source> <p>Derived
<recordHist> <source> <p>⎊<ref
from <ref target="#IMEV">IMEV 123</ref> with
target="#IMEV">IMEV 123</ref> דP.M.W.⇵⫖
additional research by P.M.W.Robinson</p>
፳᱿えԽᶇἄȯ</p> </source>
</source>
<change
<change
when="1999-06-23"><name>LDB</name> (ℶ
when="1999-06-23"><name>LDB</name>
ⱓ) ᒑውʃὪ DTD 3.6 ᦹ᱿͛</change>
(editor) checked examples against DTD version 3.6
</recordHist>
</change> </recordHist>
<recording> (recording event ഛㅠ⻞⢌)
ծؐ⦦םᄽ᱿ഛЭ⊖ㅠ͗⻞⢌₳ῃŊ⥿͗˫רᆯ᳅⻞⢌ᆯ᮫ҝႩᄍ᱿ᾷⳬחവ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type
⻞⢌ㆩࠣ
଼ඖϊᛤ܈:
audio
⊖ㅠ⻞⢌
video
⊖ㅠדഛЭ⻞⢌
Examples: <recording type="audio" dur="P30M">
<recording type="audio" dur="P30M">
<equipment> <p>Recorded on a Sony TR444
<equipment> <p>˫ Sony TR444 walkman ⻞
walkman by unknown participants; remastered to
ໞŊ≛⎞אʃᆙř<orgName>ʑߡೊႩҝ
digital tape at <placeName>Borehamwood
Studios</placeName> by
</orgName>߱
<orgName>Transcription Services
<placeName>ʑೊヅ<ש/placeName>˫ᄲ̤
Inc</orgName>.</p> </equipment>
ᷬ⸅⢌ȯ</p> </equipment> </recording>
</recording>
<recording type="audio" dur="P10M">
<recording type="audio" dur="P10M">
<equipment> <p>Recorded from FM Radio to
<equipment> <p>૽ FM ೊႩ⸅⻞ໞᄲ̤ᷬ
digital tape</p> </equipment>
</p> </equipment>
<broadcast> <bibl> <title>Interview on foreign
<broadcast> <bibl> <title>㌦⥾Ⳑῇ</title>
policy</title>
<author>ʑߡೊႩҝ</author>
<author>BBC Radio 5</autho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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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Stmt> <resp>interviewer</resp>
<name>Robin Day</name> </respStmt>
<respStmt> <resp>interviewee</resp>
<name>Margaret Thatcher</name> </respStmt>
<series> <title>The World Tonight</title>
</series>
<note>First broadcast on <date
when="1989-11-27">27 Nov 89</date></note>
</bibl> </broadcast> </recording>

<respStmt> <resp>ᮮʙྃː</resp>
<name>㈸ʑ<׆/name> </respStmt>
<respStmt> <resp>ॉʙྃː</resp>
<name>՝␐</name> </respStmt>
<series> <title>㌦؛ᥨ</title> </series>
<note>㈪Ⴉᅠ<date
when="1989-11-27">1989 ౺ 11 ሶ 27 ᅺ
</date></note> </bibl> </broadcast>
</recording>

<recordingStmt> (recording statement ഛㅠづⲩ)
ᯍⱧ⻞᱿⦦םᄽ͗ᣅഛㅠᒆጊᆹŊ߱ᔍဎⲩഛㅠ⻞⢌᱿〦⫏⤻ȯ
Module: header
<ref>
ᐻᆙ⎞Ң˟̤⇦ʻᤫא᱿Ὢ⚦Ŋ⥓ծؐえԽ᱿ᄽ⥘⤟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target
ᮢɺΤघΤ⃥ɺ⫏⨯ӲὪ( ᤫאURI References) ͗⦦ᆙᤫא̤྆⇦ȯ
(ɺΤघΤ⦝ᘍᔌᷨ᱿⃥ɺ⫏⨯ӲὪ( ᤫאURI)ŊʈघΤ⃥ɺ⫏⨯ӲὪʠ⿵ൕㅱ˫ἇᱺ⼫ぽ
ȯ܈ɺ⃥ɺ⫏⨯ӲὪʠʑʃѿ⥓ሷἇᱺŊൕㅱሷἇᱺŊԅະ⥿͐ᮢᐻᑨӼ͗ⳚӛŊ͛ॖ
TEI%20Consortiumȯ)
cRef
ᮢҀ₪ refsDecl ߱ TEI ᐻㆊҙહ∑᱿ᐻ⦦͗ᤫאᆙᤫא̤྆⇦ȯ
(͐ᮢ⤟ኔᐻᤫאរᾰര᱿ኞ (⦀⣲ὁῃ) ະ⥿ᆯሷᄓ᱿⃥ɺ⫏⨯ӲὪŊᤫארӷᲿᐻ̤⇦ȯ)
Example:
<ref
<ref
target="http://www.natcorp.ox.ac.uk/Texts/A02.
target="http://www.natcorp.ox.ac.uk/Texts/A02.
xml#s2"> 〦ᅠὮʷ⠗Ŋ</ref> ⦼≙א
xml#s2"> See especially the second
sentence</ref> See also
<ref>ʁӬ <term>ᮢ⦝</term></ref>.>
<ref>s.v. <term>locution</term></ref>.>
<refsDecl> (references declaration ᤫאઽ)ب
ᐻᆙᄽ˴⎞ኽɺΤᓏᤫאᐻ᱿〦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doctype
ᐻᆙ⥿ᤫאઽ͐بᮢ߱ɺỚᄽ˴ㆩࠣʑȯ(ൕㅱᆯɺᄽ˴ㆩࠣờȯ)
Example: <refsDecl> <p>References are made up
<refsDecl> <p>ᤫאᆯ૽̤ᅠሱ㋧ଶ₤᱿
by concatenating the value for the <att>n</att>
<gi>div</gi>Ҁ₪᱿଼ඖ<att>n</att>ϊʕ
attribute on the highest level
<gi>div</gi> element, followed by a space,
⊓⬚͗Ŋ Ңര⭢┮ἇጁُ↲᱿ʁɺଶ₤
followed by the sequential number of the next level
<gi>div</gi>Ŋ┮ҭ㔄Ŋ ᤋരᆯ↲᱿ʁ
<gi>div</gi> followed by a colon follwed by the
ɺ(ሱ̥) ଶ₤᱿<gi>div</gi>ໞȯ</p>
sequential number of the next (and lowest) level
</refsDecl>
<gi>div</gi>.</p> </refsDe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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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 (regularization ɺ⎷ջ)
ᐻ⦒ɺ⎷ջ⣳ጁջ⚠⳧᱿ᄽȯ
Module: core
Examples: <q>Please <reg>knock</reg> if an
<reg>answer</reg> is
<reg>required</reg></q>
<q>Please <choice> <reg>knock</reg>
<orig>cnk</orig> </choice> if an
<choice> <reg>answer</reg>
<orig>nsr</orig> </choice> is
<choice> <reg>required</reg>
<orig>reqd</orig> </choice> </q>

<q>̷<reg>⤺Ԭ</reg>ໟΩ
<reg>ʁⳕ</reg>ᅧⳤ᱿
<reg>⤺ᯉ</reg>ʴܜŝ</q>
<q>̷ <choice> <reg>⤺Ԭ</reg>
<orig>⤺ᯉ</orig> </choice> ໟΩ
<choice> <reg>ʁⳕ</reg>
<orig>ʁ<ش/orig> </choice> ᅧⳤ᱿
<choice> <reg>⤺ᯉ</reg>
<orig>⤺Ԭ</orig> </choice>ʴܜŝ </q>

<region> (region ߸֒)
ծؐ⠗ᄎ̤܈᱿ờŊ͛ॖజȮȮⵍŊߣञᅠʙᄎ֒Ŋ̟ଅᅠߡȯ
Module: namesdates
<placeName> <region type="state" n="IL">ͩ
Example: <placeName> <region type="state"
n="IL">Illinois</region> </placeName>
Ӵ⧤</region> </placeName>

<relatedItem>
ծؐᤫאӷҢ˟ሬᲿㅮᲿŊ⥿ˀㅮᲿ⎞ᲿԊ᱿ሬᲿㅮᲿ߱ኽỚỄಙʀ〦Ŋ͛ॖ̳ᣅҢໞ
≛ሰ˩ㅮᲿȯ
Module: core

<relation> (relationship ːも〦)
ဎⲩ߱᧚હߨ㋤ʑŊ≛⎞אഢᔍʠ⿵᱿〦〦⊓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type
૽ːも〦ӠㆩŊ͛ॖḽ˅Ȯẜ˅ȮҢ˟ᾀȯ
଼ඖϊᛤ܈:
social
ḽ˅ᮝᙙʀ᱿〦
personal
ẜːᮝᙙʀ᱿〦Ŋ͛ॖ⤃଼Ȯফ〦ᾀ
other
Ң˟〦
name
ဏͧ⥿〦᱿ᷨӡờȯ(ɺ˷ͩჇະᮢⰖ㋤≟હ᱿〦⼫ᄍඖӬ⠧)
passive
྆ӛଃᾀ〦ʑ᱿⡕Ւ〦ːȯ(〦ː〦ߨ㋤᱿⨯ӲϊӬ⠧ȯ)
Examples: <relation type="social"
<relation type="social" name="supervisor"
name="supervisor" active="#p1" passive="#p2
active="#p1" passive="#p2 #p3 #p4"/>
#p3 #p4"/>
<relation type="personal" name="friends"
<relation type="personal" name="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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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p2 #p3 #p4"/>

mutual="#p2 #p3 #p4"/>

<remarks>
ծؐ˶̬〦ᅠҀ₪Ȯ଼ඖȮҀ₪ゝŊ૪㋤᱿͐ᮢ⫏⤻ʠ⥫⧄⤽⧄Ŋ⥿Ҁ₪Ȯ଼ඖȮҀ₪ゝ
૪㋤ቍ˫Ң˟ᅞೣ₊⻞߱ծؐ᱿Ҁ₪ʑȯ
Module: tagdocs
Example: <remarks> <p>This element is probably
<remarks> <p>ᔍҀ₪⋱רᆯघㇷ᱿</p>
redundant.</p> </remarks>
</remarks>
<rendition> (rendition ا)
ဏͧ〦ᅠɺΤघΤҀ₪ㅷહاᅞೣ᱿⫏⤻ȯ
Module: header

<repository>
ծؐ⥿༆ợᄇ♀߱߸᱿ờŊ⋱רᆯኽᑨᐉ᱿ɺⵒӠȯ
Module: msdescription

<residence> (residence ̦)
ဎⲩΤː⳧߱᱿̦ȯ
Module: namesdates
Examples: <residence>Childhood in East Africa and
long term resident of Glasgow,
Scotland.</residence>
<residence notAfter="1997">Mbeni estate,
Dzukumura region, Matabele land</residence>
<residence notBefore="1903" notAfter="1996">
<placeName> <settlement>Glasgow</settlement>
<region>Scotland</region> </placeName>
</residence>

<resp>
ծؐɺΤ⥱എŊ͗ဎⲩΤːᇜ⪸˶᱿ㆩࠣȯ
Module: core
Example: <respStmt> <resp>compiler</resp>
<name>Edward Child</name> </respStmt>

<residence>ὄ౺ᮝᙙᅠʑˁŊቅଡᮽ߱ʑ
ߡヾȯ</residence>
<residence notAfter="1997">שռቺ֒ుञ
ಲ</residence>
<residence notBefore="1903"
notAfter="1996"> <placeName>
<settlement>ᗤ㓉</settlement>
<region>שʑ</region> </placeName>
</residence>

<respStmt> <resp>ℶⱓ</resp>
<name>ኚϒ</name> </respStmt>

<respons> (responsibility ⪸˶)
྆ӛᐻ⥆ɺघΤ᧚હҀ₪ኽⵒӠ᱿⪭⪸ːȯ
Module: certainty
Attributes:
target
྆ӛᐻ⥆⪸˶߱Ҁ₪᱿⨯ӲὪᷪȯ(ɫΤघΤሷᄓ⨯ӲὪᷪŊʑ⿵ᮢἇᱺ⼫ぽ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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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us
྆ӛᐻ⥆⪸˶଼᱿᧚હⵒӠȯ
଼ඖϊᛤ܈:
gi
⪭⪸⊖ᆙҀ₪଼ᅠᐻ⥆྆ḻ᱿ㆩࠣ
location
⪭⪸⊖ᆙҀ₪ͩᤫ྆ḻ᱿̤⇦আ⎞ታ
startloc
⪭⪸⊖ᆙҀ₪ͩᤫ྆ḻ᱿̤⇦আ
endloc
⪭⪸⊖ᆙҀ₪ͩᤫ྆ḻ᱿̤⇦ታ
attrName
⪭⪸⊖ᆙờ଼ඖႴሷᐻ⥆ʑဏͧ᱿଼ඖϊ
transcribedContent
⪭⪸Ҁ₪ҙૌ᱿Ⱨ⻞
suppliedContent
⪭⪸ᐻ⥆≛ဏͧ᱿ҙૌ (ሩᔌȮⅧ૯ⴒ׆ᾀȯ)
resp
྆ӛ⪭⪸ヅઈᄽ྆હⵒӠ᱿Τːᑨᐉȯ
(ɺΤὪ⚦྆ḻӷᄽ˴ᐻㆊʑઽب᱿⨯ӲὪᷪʠɺŊ〦Ⳑ᱿Τː⪭⪸ᄽἼȮⱧ⻞ȮℶⱓȮ
ℶᷪ᱿ኽⵒӠȯ)
<respons target="#p1" locus="gi location"
Example: <respons target="#p1" locus="gi
resp="#encoder1"/>
location" resp="#encoder1"/>
<respons target="#p2" locus="rend"
<respons target="#p2" locus="rend"
resp="#encoder2"/>
resp="#encoder2"/>
<list type="ℶᷪ< >"ڂitem xml:id="ℶᷪڂ
<list type="encoders"> <item xml:id="encoder1"/>
1"/>
<item xml:id="encoder2"/> </list>
<item xml:id="ℶᷪ ڂ2"/> </list>
<respStmt>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づⲩ)
ᯍቍ͐ᮢ̳≛Ȯℶⱓ≛ᾀ᧚હҀ₪ŊҀ₪ҙૌʃ⭁ᆹŊ߱ᔍ⡵҂⦦ᆙᄽ˴ȮᦹȮ⥆⻞Ȯᆯ
לሬ᱿ᇜҙૌ଼⪭⪸ː᱿⪸˶づⲩȯ
Module: core
Examples: <respStmt> <resp>transcribed from
<respStmt> <resp>⧩૯⎊׆আ༆ợ</resp>
original ms</resp>
<persName>Claus Huitfeldt</persName>
<persName>റञᆙ</persName> </respStmt>
</respStmt>
<respStmt> <resp>converted to SGML
<respStmt> <resp>Ⱨဘໞ SGML ℶᷪ</resp>
encoding</resp>
<name>⥓</name> </respStmt>
<name>Alan Morrison</name> </respStmt>
<restore>
᮫חᚉℶⱓ̳≛ϝ᱿⥆⚦྆ḻŊു׆ᄽ˴ӷʠԊ᱿ᨊᗼȯ
Module: transcr
Attributes:
means
⦦ᆙു׆᱿ᅞᘍȯ(˶̬܈⥱എŊ͛ॖʃӵરҚӵぜȯ)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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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ᆙു׆ᆹחᚉ᱿Ւ̳ȯ
hand
྆ӛു׆᱿༆ːȯ(ൕㅱᆯᄽ˴ᐻㆊ⡹ઽب᱿ː⨯ڂӲὪᷪʠɺ (⣲ὁῃ ) ȯ)
<revisionDesc> (revision description Δ⤶ဎⲩ)
Ꮥⲩᒆጊ᱿Δ⤶ᔕ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revisionDesc> <change
<revisionDesc> <change when="1991-11-11">
when="1991-11-11"> EMB deleted chapter 10
᪗ञᆙӵぜὮ֓ὁ</change> </revisionDesc>
</change> </revisionDesc>
<rhyme>
ᐻ⥆ㅥയ⥸⠗᱿དㅥⵒӠȯ
Module: verse
Attributes:
label
ဏͧɺΤᐻ Ŋ⨯Ӳᔍㅥ⌳ᣅདㅥ᱿ڊɺⵒ˷ȯ(ⳇХծؐɺΤ܈ɺᕒȯ)
Example: <lg rhyme="abababcc"> <l>'Tis pity
learned virgins ever <rhyme
label="a">wed</rhyme></l>
<lg rhyme=" ou"> <l>ᄑː⣫Ⲇ㓳㑫 <rhyme
<l>With persons of no sort of edu<rhyme
label="lou2">ᐵ</rhyme>Ŋ</l>
label="b">cation</rhyme>,</l>
<l>Or gentlemen, who, though well born and
<l>ᤞ␕ɿሶʁဗ<rhyme label="jou">జ
<rhyme label="a">bred</rhyme>,</l>
</rhyme>ř</l>
<l>Grow tired of scientific conver<rhyme
<l>ગఴഛᷝୀ<rhyme label="jin4">Ჵ
label="b">sation</rhyme>:</l>
</rhyme>Ŋ</l>
<l>I don't choose to say much on this <rhyme
<l>ڱ⣲ᖶटもᙟ<rhyme
label="a">head</rhyme>,</l>
<l>I'm a plain man, and in a single <rhyme
label="liou2">sation</rhyme>ȯ</l> </lg>
label="b">station</rhyme>,</l>
<note n="n65">ቦᱺŊȳ㓳㑫ᐵⲶઔᙯᤋʠೊ
<l>But — Oh! ye lords of ladies inte<rhyme
でȴȯ</note>
label="c">llectual</rhyme>,</l>
<l>Inform us truly, have they not hen-<rhyme
label="a">peck'd you all</rhyme>?</l> </lg>
<role>
⤑⏨܈Ӭ᱿Ԯʑ⤑⏨ờȯ
Module: drama
Example: <role xml:id="jt">Joan Trash</role>
<roleDesc>A Ginger-bread-woman</roleDesc>

<roleDesc> (role description ⤑⏨ဎⲩ)
ဎⲩԮʑː༜រ᱿⤑⏨ȯ
Module: drama
Example: <roleDesc>gentlemen of
leisure</roleDesc>

<role xml:id="᪗">ⶈ⊾</role>
<roleDesc>♫ጁ⚄ߡ᪗</roleDesc>
(⒠ंᕗˁŊȳ㈸҇ᱺȴȯ)

<roleDesc>⿴᱿₶ं</role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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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Name> (roleName ⤑⏨ờ)
ծؐɺΤ⯿˷ờŊ˩⠧Τː߱ḽሳʀ༜រ᱿᧚ᔢ⤑⏨⚠߸̤Ŋ͛ॖષᅞㆊ⺔߸̤ȯ
Module: namesdates
Example: <persName>
<persName> <forename>ᝌя</forename>
<forename>William</forename>
<surname>ᅘ⤌⇵</surname>
<surname>Poulteny</surname>
<roleName>ដᛤ˩ᲁు</roleName>
<roleName>Earl of Bath</roleName>
</persName>
</persName>
<root> (root node ዾῃ㔄)
ᑋᨊᐉ᱿ዾῃ㔄ȯ
Module: nets
Attributes:
value
ဏͧɺΤዾῃ㔄ϊŊ⥿⭢ῃ㔄ᣅɺΤԼ⋱ᐉҢ˟ӠኔҀ₪ȯ(ɺΤԼ⋱ᐉҢ˟ӠኔҀ₪᱿
ሷᄓ⨯ӲὪᷪȯ)
children
ဏͧዾῃ㔄᱿ઈῃ㔄Ҁ₪⨯ӲὪᷪӬ⠧ȯ(ሷᄓ⨯ӲὪᷪӬ⠧ȯ)
ord
⦦ᆙዾῃ㔄ᆯ؋ᄮ㕑Ӭȯ
outDegree
ዾῃ㔄᱿कӠᄄಙŊ֯ᣅҢઈῃ㔄᱿ᄲ⸇ȯ(ɺΤ⪭ᄮᄲȯ)
Example: <root xml:id="vp1" children="#vb1
<root xml:id="vp1" children="#vb1 #pn1"
#pn1" outDegree="2"> <label>VP</label>
outDegree="2"> <label>VP</label> </root>
</root>
<leaf xml:id="vb1"/>
<leaf xml:id="vb1"/>
<leaf xml:id="pn1"/>
<leaf xml:id="pn1"/>
<row>
ծؐ⠧ጁʑ᱿ɺӬȯ
Module: figures
Example: <row role="data"> <cell
role="label">Classics</cell>
<cell>Idle listless and unimproving</cell> </row>

<row role="data"> <cell role="label">מᄽ
</cell>
<cell>ឫᤀᲿ᱿ʈᤀⳖ᱿</cell> </row>

<rs> (referencing string ᤫאʕ)
ծؐɺ⎷ờᤫאʕ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type
ሩ⦀₳྆ӛᤫאʕ⠧ḻ᱿ଃ⩽ȯ଼ඖϊרծؐ personȮplaceȮshipȮelement ᾀȯ(Ⳑ↲᱿ʕȯ)
<q>ໟ⤃᱿ <rs type="person"> ₗ᧚҅
Example: <q>My dear <rs type="person">Mr.
ᮝ</rs>Ŋ </q>ɺटŊ
Bennet</rs>, </q> said
<rs type="person">ₗ᧚ठठ</rs> ଃॎ
<rs type="person">his lady</rs> to him one day,
<q>have you heard that <rs
᱿ɾड⦦Ř
type="place">Netherfield Park</rs> is let at
<q>̷⊝⦦⳧<rs type="place">ଛᅺᄿ␕ߤ
last?</q>
</rs> ᅠẬӛʴ<?ܜ/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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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ᅗɻŊȳЖ⎞Ϙ⣲ȴȯ)
<rubric>
ծؐ˶̬ྈ⦝᱿ᄽᆯえ߱᧚ᔢ༆ợㅮᲿ᱿ᐻ㆛Ŋ֯༆ợᮢ͗྆ḻᄽ֒ᕀআ᱿ʕŊሷ
̳≛דᐻ㆛᱿⊖ᆙŊⳇ͐ᮢࣘᖛȮʃ᱿ࠣ⎞ञଅȮᮢҢ˟ʃ⣶⤌ᄓኞ᱿ߧጊŊ͗⭢
ᄽ˴⯿̳֒Ӳ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rubric>Nu koma Skyckiu
<rubric>ⓧˋറ໊Ṓᥱҝ┮</rubric>
Rym<expan>ur</expan>.</rubric>
<rubric>˩ώḽ⥆</rubric>
<rubric>Incipit liber de consciencia humana a
beatissimo Bernardo editus.</rubric>
<rubric><locus>ὮɺㅪℳἇᱺŘ</locus>4
<rubric><locus>16. f. 28v in margin: </locus>Dicta
⚦ Ὦʪ͛</rubric>
Cassiodori</rubric>
<s> (s-unit ןઈ܈Ҁ)
ծؐᄽʑɺΤןઈໞ᱿֒ᕀȯ
Module: analysis
Example: <s>When are you leaving?</s>
<s>Tomorrow.</s>

<s>ं̬ʶŝ”</s>
<s>ଋൠȯ </s>
(ȳઔઈȴȱɿ֓ɿȲȯ )

<salute> (salutation ờ)⦝ك
ծؐ߱⤵Ȯ᪇⥱ȮҢ˟ᄽ֒ᕀㆊ᱿ờ⦝كۊα⦝ŊᆯΒ˴Ȯ೧⤵ᾀଜ⚠᱿⎐า⥱ȯ
Module: textstructure
Example: <salute>To all courteous mindes, that will
<salute>⎐ᄪ<≛ۓ/salute>
voutchsafe the readinge.</salute>

<samplingDecl> (sampling declaration חᑂઽ)ب
˫ῇὁဎⲩ᱿ᅞೣ⦦ᆙἼᄽゝᄽⴆᆹᄽ˴חᑂ᱿׆⎞ᅞᘍȯ
Module: header
<schemaSpec>
ἼɺΤὪ TEI ᐻ᱿ᑁࠣ˫⥿דᑁࠣᄽ˴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start
྆ӛ⥿ᑁࠣ᱿Ӯᔎጻ˴Ŋ͛ॖ߱Ὢ⥿ᑁࠣᐻ᱿ᄽ˴ʑŊˀҀ₪רϝᣅᄽ˴᱿ዾҀ₪ȯ
ns
྆ӛ⳺ᮢᅠ⥿ᑁࠣҀ˴᱿ㅷ⥑ờἇ⿵ (ሷờἇ⿵) ȯ
prefix
྆ᆙɺΤえԽ߱ሷُ TEI Ҁ₪〦᱿ᑁೣʑ᱿ԊℑȯⳆ͐വकⵒᑁࠣ ُ˫רTEI ŊⳆˀकⵒ
ᑁࠣңሷُ TEI Ҁ₪ờ᱿Ҁ₪ȯ
targetLang
Ҁ₪଼ඖờ͐ᮢ᱿⦝⤵ሷɺỚ˫ʀŊ⦦ᆙἼᄽ˴ᑁࠣᆹ⣬͐ᮢɺỚ⦝⤵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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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Lang
Ҁ₪Ȯ଼ඖȮҀ₪ゝతゝ྆˪ဎⲩ͐ᮢ᱿⦝⤵ሷɺỚ˫ʀŊ⦦ᆙἼᄽ˴ᆹ⣬͐ᮢɺỚ
⦝⤵ȯ

<scriptStmt> (script statement ⌳づⲩ)
ծؐ⦦םᄽ᱿͗⌳〦₳ῃȯ
Module: header
<seal>
ဎⲩɺΤὁ֬Ң˟えᅠ༆ợ᱿ㆩ̙ㅮᲿ
Module: msdescription
Attributes:
contemporary
⦦ᆙ⥿ὁُ֬Ңえ┮᱿ㅮᲿᆯ؋ӛᅠɺᆹቅȯ
Example: <seal n="2" type="pendant"
subtype="cauda_duplex"> <p>The seal of
<name>Jens Olufsen</name> in black wax. (
<ref>DAS 1061</ref>). Legend:
<q>S IOHANNES OLAVI</q>. Parchment tag on which
is written:
<q>Woldorp Iohanne G</q>.</p> </seal>

<seal> <p>ᛤ<name>ʯひ</name>ᲁు᱿
ȵמẽटઈʠȶ᪕᭝Ŋᆯⴆᮢᄮ࢘ᷝ᪕
⢌≟ໞŊ֬ㄇ˫ᔌᅞഐŊキ㕻⸹↙㓳ጻŊ֬
ㄇɿ⠗ҞῆሬŊᣅʯひ౺ᱸ 70 ᔓʠ
֬ȯ</p> </seal>

<sealDesc>
ဎⲩὁ֬Ң˟えᅠ༆ợ᱿कⵒㅮᲿŊ˫רᆯⳐ↲ඖ᱿ᄽᕀ┛ȮᆯɺⳐʕ૾ᮢ᱿֬ὁҀ₪Ŋ
ʬ⥓えʀɺˀ⡶え⥘Ҁ₪ȯ
Module: msdescription
<secFol>
ഺ༆༯ʑߗહ̤⇦ཱྀ᱿ɺΤघΤ (ⳇ߱Ὦʷሬㅪ᱿ㆊ) ŊᲿ᱿ᆯဏͧɺΤ૾ሷ᱿
⨯ӲὪ⚦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secFol>(con-)versio morum</secFol>
<secFol>㣞⎅ⳤ⳺</secFol>

<seg> (arbitrary segment らᑨӠԟ)
ծؐᄽ˴ʑ˶̬らᑨ⥱ଶᓝ᱿܈Ҁ (ծҢ˟ӠԟҀ₪)ȯ
Module: linking
Attributes:
subtype
ဏͧᐻ⥆Ӡԟᕀ┛᱿ᓝ₤Ӡㆩȯ(˶̬ʕȯ)
<seg>̷ˑ㓯ᆹαӛᱹ?</seg>
Examples: <seg>When are you leaving?</seg>
<seg>Tomorrow.</seg>
<seg>ᆙटȯ</seg>
<s<seg rend="caps" type="initial-cap">ᔍ଼
<s><seg rend="caps" type="initial-cap">So father's
only</seg> glory was the ballfield. </s>
ඖϊ⠧ḻן㈪ὮɺΤᕒञ૯</seg>/>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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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 type="preamble"> <seg>Sigmund, <seg
type="patronym">the son of Volsung</seg>, was a
king in Frankish country.</seg>
<seg>Sinfiotli was the eldest of his sons ...</seg>
<seg>Borghild, Sigmund's wife, had a brother ...
</seg> </seg>

<seg type="preamble"> <seg>ڥठશቦʊ
ᖁŊ <seg type="patronym">ᣅڥ㋧Ṓቦᛚ⎞
Ἲᲁ᱿ᓝઈŊ</seg>ᆯڥቄὮʷ̤ᲁుȯ
</seg>
<seg>ቦ༫ʯᣅҢɿઈʑ᱿ઈ...</seg>
<seg>ચᕿᣅॺŊચᲁᆯռ㌵ᲁᅭཤ
⭑ᕿʠര...</seg> </seg>

<segmentation>
ဎⲩᄽ˴Ӡԟ᱿׆ᅞᘍŊ͛ॖӠԟໞןઈȮㅠ⦲̤܈Ȯഐଶᓝᾀȯ
Module: header

<sense> (sense information group ∑⫏⤻∌)
ֈゝⲆጻʑɺΤ∑᱿ሷ〦⫏⤻(હ∑Ȯ͛Ȯ≒⨿ᾀ)ȯ
Module: dictionaries
Attributes:
level
⦦ᆙ⥿∑߱Ⲇጻʑ᱿ଶᓝȯ(ɺΤᔌᄮᄲ)
<sense n="2"> <usg type="time">˩
</usg>
Example: <sense n="2"> <usg
<def>⋤⋵ُ㈭⁆Ŋ⎡ᆹζ྆৮ॉ</def>
type="time">Vx.</usg>
<cit type="example"> <quote>ɺ౺ㅳ░
<def>Vaillance, bravoure (spécial., au
ᮽ┮㕑≸᱿ᵬ㋱Ŋᮢɺጻट☾⏨᱿ℯᾨ
combat)</def>
<cit type="example"> <quote>La valeur n'attend pas ̦Ŋॎ᱿⍰ᆯߥߥ᱿Ŋʃᅡ⋵⁆Ŋ̟ㆴവሷ
le nombre des années</quote>
㔄╳ᱺȯ</quote>
<bibl> <author>Corneille</author> </bibl> </cit>
<bibl> <author>♫ὄ</author> </bibl>
</sense>
</cit> </sense>
(♫ὄŊȳॺॽໞ∌ȴȯ)

<series> (series information לሬ⫏⤻)
ծؐኽሬᲿㅮᲿ଼᱿לሬ⫏⤻ȯ
Module: core

<seriesStmt> (series statement ゝלづⲩ)
ӛᦹٴを଼ᅠኽלሬŊԅ߱ᔍֈゝ⥿לሬ᱿〦⫏⤻ȯ
Module: header
<seriesStmt> <title>ȳ֬ಙᄽણᶇἄȴ᱿ヅ〉ר
Example: <seriesStmt> <title>Machine-Readable
⩊ᄽ˴</title>
Texts for the Study of Indian Literature</title>
<respStmt> <resp>ed. by</resp>
<respStmt> <resp>ℶ≛</resp>
<name>Jan Gonda</name> </respStmt>
<name>᫂Ōॳ</name> </respStmt>
<idno type="vol">1.2</idno>
<idno type="vol">1.2</idno>
<idno type="ISSN">0 345 6789</idno>
<idno type="ISSN">0 345 6789</idno>
</seriesStmt>
</seriesSt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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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ծؐɺᕀរӛ᱿ࢍᇓဎⲩŊЭᆯ̡ᇓȮᆹ⿵Ȯ߸㔄Ȯᇓ⩽ᾀŊⳆᕀဎⲩⳇӛ߱Ԯʑ᱿Ԋㅪ
ⵒӠ (ʏ⎮שՒ̳྆ḻ) ȯ
Module: drama
Examples: <set> <p>The action takes place on
February 7th between the hours of noon and six in
<set> <p>ᄑʶᱹᮝᅠʪሶҜᅺᔌ֘֓ʷ㔄⎏
the afternoon, close to the Trenartha Tin Plate
ɿ㔄⿵Ŋ̤ᅠשռʑᔌ₊൳ࡩえⲖŊሷ∌᳷ծ
Works, on the borders of England and Wales,
ߣ༾⩀ᄎಓ᱿ሩᄎᾋȯ</p> </set>
where a strike has been in progress throughout the
winter.</p> </set>
<set> <head>ࢍᇓ</head>
<set> <head>SCENE</head>
<p>A Sub-Post Office on a late autumn
<p>߱ɺΤẠ㋧ᖎᦱ᱿ʁ֘Ŋʑᔌ₊൳ࡩԊ
evening</p> </set>
</p> </set>
<front> <set> <list type="gloss">
<front> <set> <list type="gloss"> <label>ᆹ
<label>TIME</label>
⿵Ř</label>
<item>1907</item>
<item>2007</item>
<label>PLACE</label>
<label>߸㔄Ř</label>
<item>East Coast village in England</item>
<item>שռఱʑൔ</item> </list> </set> <!-</list> </set> <!-- <itlePage>, <div
<>, <div type="Dedication">, etc. --></front>
type="Dedication">, etc. --></front>
<setting> (setting ⋍ᇓ)
ဎⲩ⦝⤵ʻՒᱹᮝ᱿ɺΤ᧚હ⋍ᇓȯ
Module: corpus
Example: <setting> <name>New York City,
US</name>
<date>1989</date>
<locale>on a park bench</locale>
<activity>feeding birds</activity> </setting>

<setting> <name>שᢕŊשռ</name>
<date>1970</date>
<locale>-ᅘҝߤ᱿Ӗʀ</locale>
<activity>Ⰲ⎅</activity> </setting>
(ᱺ҅ՍŊȳદઈȴȯ)

<settingDesc> (setting description ⋍ᇓဎⲩ)
ဎⲩ⦝⤵ʻՒᱹᮝ᱿ɺΤघΤ⋍ᇓŊרᮢɺᕀᄣᄽဎⲩᆯɺ₇Ӭ᱿⋍ᇓҀ₪͗⠧Ⳮȯ
Module: corpus
Example: <settingDesc> <p>Texts recorded in the <settingDesc> <p>ᄽ⻞ᅠᛰठⓧ᱿Խཱྀञߡ
Canadian Parliament building in Ottawa, between
ሳञಲŊ˛ᅠ 1988 ౺ 4 ሶ⎏ 11 ሶ⿵</p>
April and November 1988 </p> </settingDesc>
</settingDesc>
<settlement>
ծؐʙ⠗ᄎ֒᱿ờŊ͛ॖࡆఱȮⵯ⽕Ȯቩ⒜ᾀ܈ɺ߸ᄎᗶ⠗ᄎ̤܈ȯ
Module: namesdates
<placeName> <settlement type="town">ᛇᖛ
Example: <placeName> <settlement
type="town">Glasgow</settlement>
</settlement>
<region>Scotland</region> </placeName>
<region>שռⅠ</region> </placeName>
<sex>
྆ᆙΤːඖӲ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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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namesdates
Example: <sex value="2">female</sex>

<sex value="2">ॉඖ</sex>

<shift>
ᐻ⥆᱿̤⇦⠧ḻ˶ɺ⦦⥾≛߱ɺⳐʕ⦦⥾ʑŊኽˀえ଼⦝⤵᧚ඖ᱿ᄊ⩐ȯ
Module: spoken
Attributes:
feature
え଼⦝⤵᧚ඖ
଼ඖϊᛤ܈:
tempo
⦦⥾Ⳍಙ
loud
ㅠ⸇
pitch
ㅠ⦲ߣ
tension
Ի⦲ᑁೣ
rhythm
ῃळ⫨ٴ
voice
⊖ㅠ⫨ٴ
new
⦦ᆙᄊ⩐ര᱿え଼⦝⤵᧚ඖᨊᗼȯ(ᄍೣӬ⠧ (଼⋱רඖϊ͛⦀⣲))
<u who="#LB"><shift feature="loud"
Example: <u who="#LB"><shift feature="loud"
new="f"/>̀⒛⒠ᱺ</u>
new="f"/>Elizabeth</u>
<u who="#EB">ᆯ᱿</u>
<u who="#EB">Yes</u>
<u who="#LB"><shift feature="loud"/>͗༴
<u who="#LB"><shift feature="loud"/>Come and
ⳆἊʀ
try this
<pause/>
<pause/>
<shift feature="loud" new="ff"/>॑<ݐ/u>
<shift feature="loud" new="ff"/>come on</u>
<listPerson type="speakers"> <person xml:id="LB"/> <listPerson type="speakers"> <person
xml:id="LB"/>
<person xml:id="EB"/> </listPerson>
<person xml:id="EB"/> </listPerson>
<sic>
ծ᳖̙ؐ⼂⦡̟˜ᤫ૪Ⱨ⻞᱿ᄽȯ
Module: core
Examples: for his nose was as sharp as a pen, and
<sic>a Table</sic> of green fields.
I don't know, Juan. It's so far in the past now — how
<sic>we can</sic> prove or disprove anyone's
theories?
I don't know, Juan. It's so far in the past now — how
<choice> <sic>we can</sic>
<corr>can we</corr> </choice> prove or
disprove anyone's theories?
for his nose was as sharp as a pen, and <choice>

⫢㈔ㆊ᱿≘ㆊŊ⋍┮ቌᾼઈŊ⡹ⴗ⡶┮ᥖ<sic>
㎳㌽</sic>Ŋठぬɺӛ͗Ŋଔ߱⠞ʀפ۸ȯ
ːΩ⬕⬚⭰͗ᆯ൬᱿Ŋݝ⡹ⴗ᱿ؚكŊɺⳢӷ
ʴ<sic>ް⊢</sic>॑Эҭ┮ᤞ̙᱿ȯ
ːΩ⬕⬚⭰͗ᆯ൬᱿Ŋݝ⡹ⴗ᱿ؚكŊɺⳢӷ
ʴ<choice> <sic>ް⊢</sic>
<corr>ް</corr> </choice> ॑Эҭ┮ᤞ̙
᱿ȯ
⫢㈔ㆊ᱿≘ㆊŊ⋍┮ቌᾼઈŊ⡹ⴗ⡶┮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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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a Table</sic>
<corr>a' babbld</corr> </choice> of green
fields.

<signatures>
ծؐ༆༯ʑɺɺᯘሬㅪҙ‘᱿ᄝⲩ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signatures>Quire and leaf signatures in
letters, [b]-v, and roman numerals; those in quires 10
(1) and 17 (s) in red ink and different from others;
every third quire also signed with red crayon in
arabic numerals in the center lower margin of the
first leaf recto: "2" for quire 4 (f. 19), "3" for quire
7 (f. 43); "4," barely visible, for quire 10 (f. 65),
"5," in a later hand, for quire 13 (f. 89), "6," in a
later hand, for quire 16 (f. 113).</signatures>

<choice> <sic>㎳㌽</sic>
<corr>㈔ㆊ</corr> </choice>Ŋठぬɺӛ͗Ŋ
ଔ߱⠞ʀפ۸ȯ
(◳Ŋȳ⚄كᗯЗȴȯ)

<signatures>ᔌᄽԊሷቒ♀֬: ȵᔏでːȶቒ
ᄽᑫߥ֬ȮȵߡἼʑतߧ/ሬ㈀ᄇ♀ȶቒᄽᅞ
֬Ȯ
ȵस/Δȶቒᄽᅞ֬Ȯ
ȵ₎/㕒ȶቒᄽキ{234245}
ᅞ֬ȯ</signatures>
( ȳɿ⥸⸸ȴŊⓧࡢᆗŊ♀ᅠߡߧሬ㈀ȯ)

<signed> (signature ‘)
ծؐଜ⎐า⥱ᾀŊえԽ߱⤵Ȯ᪇⥱ȮҢ˟ᄽ֒ᕀʑȯ
Module: textstructure
Example: <signed>Thine to command
<signed><name>ቦᄛ</name>Ŋʹשռȯ
<name>Humph. Moseley</name> </signed>
</signed>
<soCalled> (so called נờ)
̳≛ᄝⲩ≛͐ᮢ᱿߱ןา∑ʀנሷ྆᱿⠧Ŋ͛ॖ⧟ӿ͐ᮢ᱿೧⚦ᅈ㋤ᐻḻȯ
Module: core
᳷ᩔؑ⦦Ŋཱི֯̄ᤀⳮȯɺΤΤ㕗Ŋቄ
Example: To edge his way along the crowded paths
ʀẌཬŊⵣờ֔ᔓञ᪗ȯ⎊ᔍŊᵲᩔ㋧ᱸ᪗̤Ŋ
of life, warning all human sympathy to keep its
૽ᵲѽわʴŊⳠờ<soCalled>⇾ᩔ᪗
distance, was what the knowing ones call
</soCalled>ȯ
<soCalled>nuts</soCalled> to Scrooge.
(ؖ༫සŊȳ⣫ⳤ⥆ȴȯ)
<socecStatus> (socio-economic status ḽሳᠰ߸̤)
ծؐΤː᱿ḽሳᠰ߸̤᱿ᔌೣဎⲩȯ
Module: namesdates
Attributes:
scheme
྆ӛ͐ᮢ᱿Ӡㆩ₇⃥Ӡㆩᘍȯ(ൕㅱᐻᆙҀ₪ taxonomy)
code
ᐻᆙ᱿߸̤˩⚦⡕હ∑଼᮫߱ඖ source ⣳હ᱿Ӡㆩ₇⃥Ӡㆩᘍᯍʑȯ(ൕㅱᐻᆙҀ₪
category)
Examples: <socecStatus scheme="#rg"
<socecStatus scheme="#rg" code="#ab1"/>
code="#ab1"/>
<socecStatus>Status AB1 in the RG Classification
<socecStatus>֬ಙᄞỚӼಙʁ᱿⫣ᖁべ₤
scheme</socecStatus>
</socec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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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ဎⲩヅഛೊႩԮʑ᱿ㅠᄓⶪᐪȯ
Module: drama
Attributes:
type
૽⊖ㅠഺኽᅞㄇ͗ӠㆩŊ͛ॖㅠᐪŊ᧚ᔢㅠᄓᾀȯ
discrete
྆ӛ⥿⊖ㅠᆯ؋ُⳕ⳼⦦⥾⊖ㅠ⸅ᯘ܈᩸ἊတᅠҢ⿵ȯ
<sp> <speaker></speaker>
<p>߱Ŋ⦦ӷໟΩ᱿ʶᏈȯ</p> </sp>
Example: <sp> <speaker>Benjy</speaker>
<p>Now to business.</p> </sp>
<sp> <speaker>ṵ᧚ُ☤⩴</speaker>
<sp> <speaker>Ford and Zaphod</speaker>
<p>ᄪໟΩ᱿ʶᏈȯ</p> </sp>
<p>To business.</p> </sp>
<sound discrete="true">᪴ᬶቸᄬႻ⊖
<sound discrete="true">Glasses clink.</sound>
</sound>
<sp> <speaker>Benjy</speaker>
<sp> <speaker></speaker>
<p>I beg your pardon?</p> </sp>
<p>ཉᓹŊ෨⦦ˑ㓯ŝ</p> </sp>
<sp> <speaker>Ford</speaker>
<p>I'm sorry, I thought you were proposing a
<sp> <speaker>ṵ᧚</speaker>
toast.</p> </sp>
<p>ʃ॑าඎŊໟ˫ᣅ̷⦦ʯቸȯ</p>
</sp>
<source>
ဎⲩ〦ᅠ༆ợ⦦ᆙ⫏⤻᱿׆আӛ⚠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source>Derived from <ref>Stanley
(1960)</ref> </source>

<source>͗⎊ <ref>Stanley (1960)</ref>
</source>

<sourceDesc>
ဏͧ⢌ヅઈᄽ˴᱿ɺΤᄲΤ͗ᄽ˴᱿ሬᲿဎⲩȯ
Module: header
<sourceDesc> <p>ᤀ͗Ř˫ヅ〉⩊רጁೣ
Example: <sourceDesc> <p>No source: created in
machine-readable form.</p> </sourceDesc>
Ἴ</p> </sourceDesc>
<sp> (speech រ⦦)
Ԯʑ᱿Τː⥱שŊᄣᄽȮㅥᄽʑ᱿Τːរ⦦ȯ
Module: core
Example: <sp> <speaker>The reverend Doctor
<sp> <speaker>ṗ<ש/speaker>
Opimiam</speaker>
<p>ໟଔᆯשȯɿ౺ԊໟบӛकᖣણŊᄑ≟
<p>I do not think I have named a single
ᄊ༜ᮮ⡶ŊʃቅʄጧҁⳢŊɿⰶἜघ╗ᤫ
unpresentable fish.</p> </sp>
ㆰŊשʃᲵȯ</p> </sp>
<sp> <speaker>Mr Gryll</speaker>
<p>Bream, Doctor: there is not much to be said for
<sp> <speaker>ጧୀ̑</speaker>
bream.</p> </sp>
<p>⫡೭ŊچŊ൳ሬ᱿ᆹαŊ٨Ωᆯҁ೭ờŊ
<sp> <speaker>The Reverend Doctor
ॖ˚̷Ⳇᑂ᱿༌༜Ŋໟ⥿ờ̷⫡೭خŊⴒ
Opimiam</speaker>
ᆯ…… </p> </sp>
<p>On the contrary, sir, I think there is much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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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d for him. In the first place....</p>
<p>Fish, Miss Gryll — I could discourse to you on
fish by the hour: but for the present I will
forbear...</p> </sp>

<sp> <speaker>ṗ<ש/speaker>
<p>⩊ሬᆹῃໟᆯॉ༜ᮮ⡶Ŋ⥿ҁ೭ờŊ
ॖ˚ʃ९ᄊờҁॸȯ</p> </sp>
(ȳጧୀ̑⎞ṗשȴ)

<space>
྆ӛ͗ᄽ˴ʑӛञᦸἇᱺ᱿̤⇦ȯ
Module: transcr
Attributes:
dim
྆ӛ⥿ἇᱺᆯᖛ౹᱿ࠡ᳅᱿ȯ
଼ඖϊᛤ܈:
horizontal
ἇᱺᆯᖛ౹᱿ȯ
vertical
ἇᱺᆯࠡ᳅᱿ȯ
extent
₎ᯆ྆ӛἇᱺ᱿ㄇỬञଅŊרᮢᕒᄲȮҝ⸈ȮȮҢ˟⳺ᯍ᱿̤͗܈⠧ḻȯ(˶̬ᛵ⸇᱿⸇Ŋ
͛ॖ 10 ΤᕒȮ 4 ⠗ȯ)
resp
྆ӛᷨ⦓דᛵ⸇ἇᱺञଅ᱿⪭⪸ːȯ
(ɺΤ྆ᐻⳐӷᄽ˴ᐻㆊ⡹ઽب᱿⨯ӲὪᷪŊ⠧ḻɺ̤߱ᄽ˴ἼȮⱧ⻞ȮℶⱓȮℶᷪᾀኽᅞ
ㄇ᱿⪭⪸ːȯ)
औぬ⣫ʁ<space quantity="1" unit="minims"/>
Example: By god if wommen had writen storyes As
<space quantity="7" unit="minims"/> han within her
ᅜ⌷ː߱ट᚜
oratoryes
(Ҁሧȯ㈸⎐ŊȳटᛍᗤŘẠඎȴȯ)
<span> (span ᄽᕀ)
૽⥼⸃ඖ⥘⸃᳅ُɺᕀᄽᕀⳐȯ
Module: analysis
Attributes:
from
྆ӛ⡕⥘⤟ᕀ┛᱿⬚㔄řᗞሷ͐ᮢ଼ඖ toŊԅ྆ӛҚⵒᕀ┛ȯ(྆ӛӛ߱ᕀ┛⬚㔄᱿Ҁ₪ȯ)
to
྆ӛ⡕⥘⤟ᕀ┛᱿㔄ȯ(྆ӛӛ߱ᕀ┛㔄᱿Ҁ₪ȯ)
<p xml:id="Ὦʷଅῃ">("ଞ"ഺⳆ⡹
Example: <p xml:id="para2">(The "aftermath" starts
here)</p>
আ)</p>
<p xml:id="para3">(The "aftermath" continues
<p xml:id="Ὦɿଅῃ">("ଞ"ྃ↲)</p>
here)</p>
<p xml:id="Ὦ߈ଅῃ">("ଞ"ታᅠ
<p xml:id="para4">(The "aftermath" ends in this
ᔍ)</p>
paragraph)</p>
<span type="ከᐉ" from="Ὦʷଅῃ" to="
<span type="structure" from="#para2"
to="#para4">aftermath</span>
Ὦ߈ଅῃ">ଞ</span>

<spanGrp> (span group ᄽ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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ֈゝᄽᕀᐻ

ȯ

Module: analysis

<speaker>
ɺỚ᧚ᔢ᱿ᐻ㆛ᐻ
Module: core

ഐೣŊᮢ͗ᐻḻԮʑɺ̤घ̤⧾≛ờȯ

Example: <sp who="#ni #rsa"> <speaker>Nancy
and Robert</speaker>
<stage type="delivery">(speaking
simultaneously)</stage>
<p>The future? ...</p> </sp>
<list type="speakers"> <item xml:id="ni"/>
<item xml:id="rsa"/> </list>

<sp who="#ni #rsa"> <speaker>ጧୀ̑⎞ṗ
 שt</speaker>
<stage type="រ⧾ᓼ>"ڳņᆹ)</stage>
<p>ጧୀ̑⎞ṗשŊᮝʃໞキᔘʃӠŊᮝʃ
ໞキᔘʃӠȯ</p> </sp>
<list type="speakers"> <item xml:id="ni"/>
<item xml:id="rsa"/> </list>
(ȳጧୀ̑⎞ṗשȴ)

<specDesc> (Element or class description Ҁ₪Ҁ₪ゝဎⲩ)
྆ӛ྆હҀ₪Ҁ₪ゝ᱿ဎⲩະ߱ᔍծ߱ᄽ˴ʑ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key
ဏͧᄽ˴Ҁ₪Ҁ₪ゝ᱿⨯ӲὪᷪȯ
atts
ဏͧҢ଼ඖဎⲩະנकծؐ᱿଼ඖờȯ(଼ඖờӬ⠧Ŋʑ⿵ᮢἇᱺ⼫ぽȯ)
Examples: <specDesc key="emph"/>
<specDesc key="emph"/>
<specDesc key="foreign" atts="usage
<specDesc key="foreign" atts="usage xml:lang"/>
xml:lang"/>
<specDesc key="orth"/>
<specDesc key="orth"/>
<specGrpRef> (reference to a specification group ᤫאӷɺΤ⦦ᆙ∌)
྆ӛ⡕ᤫא᱿Ҁ₪ specGrp ʑ᱿ઽبະ߱ᔍတҘ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target
྆ᤫ଼ᅠᔍ̤⇦᱿⦦ᆙ∌ȯ
Example: <p>This part of the module contains
<p>Ⳇⵒ˷᱿ᑁծؐːȮ߸ↈד˫ờ
declarations for names of persons, places, and
organisations: <specGrpRef
᱿ઽبŘ<specGrpRef target="#names.pers"/>
target="#names.pers"/>
<specGrpRef target="#names.place"/>
<specGrpRef target="#names.place"/>
<specGrpRef target="#names.org"/> </p>
<specGrpRef target="#names.org"/> </p>
<specGrp xml:id="names.pers"> <!-- ...
<specGrp xml:id="names.pers"> <!-- ...
--></specGrp>
--></specGrp>
<specGrp xml:id="names.place"> <!-- ...
<specGrp xml:id="names.place"> <!-- ...
--></specGrp>
--></specGrp>
<specGrp xml:id="names.org"> <!-- ...
<specGrp xml:id="names.org"> <!-- ...
--></specGrp>
--></specGrp>

TEI 元素定義與範例 357

<specList>
ᐻ⥆ɺᄝⲩӬ⠧တҘᄣᄽᄽ˴᱿̤⇦ȯ
Module: tagdocs
Example: <specList> <specDesc key="lb"
atts="ed"/>
<specDesc key="div"/> </specList>
<sponsor>
ᐻᆙ⬀Հ᱿ↈᑨᐉờ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sponsor>Association for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sponsor>
<sponsor>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sponsor>
<sponsor>Association for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sponsor>
<stage> (stage direction ⎮྆שḻ)
ծؐԮʑ˶̬ɺỚ⎮ࢍשᇓរӛՒ̳྆ḻ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type
྆ӛ⎮྆שḻ᱿Ớㆩȯ
଼ඖϊᛤ܈:
setting
ဎⲩ⎮̡שᇓȯ
entrance
ဎⲩ⤑⏨Ⳗࢍȯ
exit
ဎⲩ⤑⏨ⲵࢍȯ
business
ဎⲩរڂՒ̳ȯ
novelistic
ᄝⲩඖ᱿ŊỬᏎඖ᱿⎮྆שḻȯ
delivery
ဎⲩរ⥾⦦ڂᅞೣȯ
modifier
ဏͧɺΤ⤑⏨᱿ኽˀ₳ῃ⫏⤻ȯ
location
ဎⲩࢍᇓ̤⇦ȯ
mixed
ծؐқỚ˫ʀ᱿⎮྆שḻㆩࠣȯ
Example: <stage type="setting">A curtain being
drawn.</stage>
<stage type="setting">Music</stage>
<stage type="entrance">Enter Husband as being
thrown off his horse.</stage>

<specList> <specDesc key="lb" atts="ed"/>
<specDesc key="div"/> </specList>

<sponsor>㈭ᛸഛ⥫ː֠ሳ</sponsor>
<sponsor>㈭ᛸᄞ⋀૾Ꮘː֠ڂሳ</sponsor>
<sponsor>㈭ᛸヾ౺֠ሳ</sponsor>

<stage type="setting">ヅፊ</stage>
<stage type="setting">྆ဧ⊖</stage>
<stage type="entrance">ଅづُଅ᪗㊀Ⰷߊ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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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type="exit">Exit pursued by a
bear.</stage>
<stage type="business">He quickly takes the stone
out.</stage>
<stage type="delivery">To Lussurioso.</stage>
<stage type="novelistic">Having had enough, and
embarrassed for the family.</stage>
<stage type="modifier">Disguised as
Ansaldo.</stage>
<stage type="location">At a window.</stage>
<stage rend="inline"
type="delivery">Aside.</stage>

<stamp>
ծؐɺΤ⥱ŊဎⲩɺΤ֬⥆ᆯㆩ̙ߧጊ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rubric>Apologyticu TTVLLIANI AC
IGNORATIA IN XPO IHV<lb/> SI NON LICET
<lb/> NOBIS RO <lb/> manii imperii
<stamp>Bodleian stamp</stamp>
<lb/></rubric>

<stage type="exit">ၑడː༴ңၑⳖヅ
ፊ</stage>
<stage type="business">ଅ᪕ᛤ㔄ңᄲ⸇
</stage>
<stage type="delivery">૽‘ᄇ⃛˅܈ၑడ
ː</stage>
<stage type="novelistic">ң̫ӛҘםŊଅ
᪕ㆴവሷˀʃ॑าඎȯ</stage>
<stage type="modifier">ଅづᳵᴈᣅʠɺˌ
</stage>
<stage type="location">ヅፊ<ם/stage>
<stage rend="inline" type="delivery">ැැ⥾
</stage>

<rubric>ʯひഽ⤍ʠ<stamp>ᛤʯひ᪕᭝
</stamp>
<lb/></rubric>

<state>
ᐻᆙӠ᮹ᅞᘍહ∑᱿ᓏᤫאᐻ⡹ҢʑɫΤ˴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ed
ᮢ͗྆ӛ⥿Ӡ᮹⳺ᮢᅠڊɺΤᦹȯ(˶̬ʕřⳇᆯɺ⎷˩⠧⥿ᦹ᱿Ὢᷪȯ)
unit
ᐻᆙ߱⥿Ӡ᮹ʀ⩐ሩ᱿ᄽᕀ┛Ớㆩȯ
଼ඖϊᛤ܈:
page
ᦹᤫאʑ᱿Ӡㅪȯ
column
Ӡᕀȯ
line
Ӡ⠗ȯ
book
ሬҩ᱿̤܈ȯ
poem
⥸ゝʑ᱿܈㈪⥸ȯ
canto
⥸ῇҢ˟⥸᱿ʙ⣬ⵒ˷ȯ
stanza
ɺ㈪⥸ȮɺሬȮ⥸ῇʑ᱿⥸ῃȯ
act
Ԯʑ᱿ౡ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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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
Ԯ⠧រʑ᱿ࢍᇓȯ
section
˶̬Ớㆩ᱿ᕀ┛ȯ
absent
ᦹᤫאʑቍا᱿ᕀ┛ȯ
length
ᐻᆙ˷ⵒᤫא᱿ߗહಙȯ(ະᣅɺΤᔌᄮᄲřᤀဏͧ˶̬ϊŊԅಙᤀくӼŊʏೖ̖ӷʁɺΤ
᮹ℬᆯӷ଼ඖϊ᱿ታȯ)
delim
ဏͧɺΤ˷ⵒᤫאʑ᱿હ᮹ʕȯ(͐ᮢɺΤ⿵ぽŊԅ᳖̳ᣅἇᱺȯ)
Example: <person> <state ref="#SCHOL"
<person> <state ref="#SCHOL" type="status">
type="status"> <label>scholar</label> </state>
<label>ણ≛</label> </state> </person>
</person>
<stdVals> (Standard values ᐻϊ)
ᆙᷨ⦦ᆙᄽʑᐻջᅺቅᄲϊ͐ᮢ᱿ጁೣȯ
Module: header
<stdVals> <p>ሷᄲ߈࿁ʽҘ⎏ଅᄲ㔄Ὦʷ
Example: <stdVals> <p>All integer numbers are
left-filled with zeroes to 8 digits.</p> </stdVals> ̤</p> </stdVals>
<street> (street ⠞ⳬ)
રᄮ᱿⠞ⳬ߸߽Ŋծؐ˶̬ờᄲŊᮢ˫⨯Ӳɺ፧Ὲ˫ד߱⠞ⳬờȯ
Module: core
Examples: <street>via della Faggiola, 36</street>
<street>टᙄ⠞ 25 ⚦</street>
<street><name>Duntaggin</name>, 110 Southmoor <street>ᲁञⳬቺ 123 ⚦<name>ᢕ˝ञಲ
Road</street>
</name></street>

<stress>
ծؐΤӲᐻᆙ᱿ᐻ㆛⸅ㅠᑁೣȯ
Module: dictionaries

<string> (String value ʕϊ)
⠧ḻԼ⋱ϊ₳ῃ᱿ϊⵒӠ⫏⤻ŊծؐɺΤʕȯ
Module: iso-fs
Example:
<f name="greeting"> <string>ٻŊञ॑Ŀ
<f name="greeting"> <string>Hello,
</string> </f>
world!</string> </f>
<stringVal>
ծؐଃᅠ⥆⻞߱Ҁ₪ patternSpec ⡹᱿૪㋤ㅷቅ᱿იଭඖŊ߱೧ᮢὪ⚦ʑاȯ
Module: tagdocs
Examples: <stringVal>"the choice of quotes isn't
<stringVal>"೧ⲩ᱿ⴆႹʏ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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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unimportant"</stringVal>
<stringVal>SYSTEM 'teiclasses"'</stringVal>

"</stringVal>
<stringVal>SYSTEM 'teiclasses"'</stringVal>

<subc> (subcategorization ᓝ⣬Ӡㆩ)
ծؐᓝ⣬Ӡㆩ⫏⤻ ( ד/ ʃדȮרᄲ / ʃרᄲᾀ)
Module: dictionaries
<entry> <form> <orth>clothņలᅆŇ</orth>
Example: <entry> <form> <orth>médire</orth>
</form>
</form>
<gramGrp> <subc>t ind</subc> </gramGrp>
<gramGrp> <subc>ʃרᄲ</subc>
</entry>
</gramGrp> </entry>
<summary>
ծ᮫ؐℶᲿ≛ဏͧɺ˷ ᵬᏕⲩŊ⦦ᆙ⥿ㅮᲿ᱿ᇜҙૌ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summary> This item consists of three
<summary> ᔍ˴ծؐɿҩ˫ד⎞⭑ȯ
books with a prologue and an epilogue.
</summary>
</summary>
<superEntry>
ֈゝɺഐᯌ∑᱿Ⳑ↲Ⲇጻȯ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superEntry> <form>
<orth>abandon</orth>
<hyph>a|ban|don</hyph>
<pron>@"band@n</pron> </form>
<entry n="1"> <gramGrp> <pos>v</pos>
<subc>T1</subc> </gramGrp>
<sense n="1"> <def>to leave completely and for
ever ... </def> </sense>
<sense n="2"/> </entry>
<entry n="2"> <gramGrp> <pos>n</pos>
<subc>U</subc> </gramGrp>
<def>the state when one's feelings and actions are
uncontrolled; freedom from control</def>
</entry> </superEntry>

<superEntry> <form> <orth></orth>
<hyph> (ߌឤᤀᘍ˫ⳐὪ⚦བྷ⤟Ŋᄑʃဏ
ͧ͛ȯ)</hyph>
<pron>bi4</pron> </form>
<entry n="1"> <gramGrp> <pos>Ւ⥱</pos>
<subc><ד/subc> </gramGrp>
<sense n="1"> <def>ⰿՀřᵮᔌ⳧द</def>
</sense>
<sense n="2"/> </entry>
<entry n="2"> <gramGrp> <pos><⥱/pos>
<subc>רᄲ</subc> </gramGrp>
<def>מᆹᵮᔌ᱿ݽң</def> </entry>
</superEntry>

<supplied>
྆ӛɺᕀ᮫Ⱨ⻞≛ℶ≛ᛟԽ᱿⡵҂ᄽŊᛟԽ᱿ߌ׆ᆯ⥿̤⇦᱿ᄽᤀᘍ⡕ⲅ⦓Ŋʬ⥓ᆯߌᣅ
͗ᄽ˴᱿ံࣺҙૌⴈदȮᆯ˶̬Ң˟ߌ׆⎐ザ˫ⲅ⦓ȯ
Module: transcr
Attributes:
reason
⦦ᆙ⥿ᄽ˴ᯍᆹൕㅱ⡵҂᱿ߌ׆ȯ(˶̬ဎⲩۊ㆛᱿ⲆഎŊ͛ॖ⳧ಙ⡶⤶Ȯࣘᖛ⢬⏨Ȯ⇃ㅪȮ߱
׆ᄽʑ⡕ӵぜȯ)
hand
ᄽ⦓હᣅⴈदⳖ≟⡵҂ᄽŊ⥿⡵҂⠗ᣅ (ⵒӠӵぜᾀ) ൕㅱⲿ⳧ɺΤ⯿˷ᆙᷨ᱿༆ːરໞŊ
߱ᔍ྆ᆙ⥿⪭⪸⥿Ւ̳᱿༆ː⯿Ӡȯ(ൕㅱᆯᄽ˴ᐻㆊ⡹ઽب᱿ː⨯ڂӲὪᷪʠɺ (⣲ὁῃ ) 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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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ᄽ᱿⡵҂ᆯӛᅠ⨯רӲ᱿ᄽ˴ံࣺŊԅ߱ᔍ૽ံࣺߌ׆Ӡㆩȯ
଼ඖϊᛤ܈:
rubbing
ံᕇᆯ⬚ߌᅠሬㅪⴗℳၷჍံט
mildew
ံᕇᆯ⬚ߌᅠሬㅪ⠧ㄇᱹハ
smoke
ံᕇᆯ⬚ߌᅠᤞᦊ
source
྆ᆙ⡵҂ᄽ᱿͗ȯ(˶̬⠧ḻ⡵҂ᄽ͗᱿ʕȯʬ⥓ᆯ༆ợ᱿ὁ֬Ȯᆯɺ᧚ᔢᦹȮ
ᆯⱧ⻞≛ℶ≛᱿Ⅷ૯Ŋ⠧ḻᆯ˟Ωϝ᱿ᗉહȯ)
ߊ㈪◳͗ᬠ⚠Ŋᔖ<supplied reason="faded
Example: I am dr Sr yr <supplied
ink" source="amanuensis copy">Ŋ</supplied>
reason="illegible" source="amanuensis
copy">very humble Servt</supplied> Sydney
ʬᤀㆺジʬᤀᇗȯ
Smith
(♫ⰬŊȳહㆺᘘȴȯ)
<support>
ဎⲩଃᅠ༆ợሬ૯ⵒӠ᱿⫨ⰶ㋤͐ᮢ᱿ቨᅆᾀȯ
Module: msdescription
<objectDesc form="roll"> <supportDesc>
Example: <objectDesc form="roll"> <supportDesc>
<support> ⇺ᕜ₣˫<material>⃦⫨
<support> Parchment roll with
<material>silk</material> ribbons. </support>
</material>ℯྫྷ⃯ȯ</support>
</supportDesc> </objectDesc>
</supportDesc> </objectDesc>
<supportDesc>
ֈゝဎⲩ༆ợሬ૯ⵒӠ᱿⫨ⰶ㋤Ҁ₪ȯ
Module: msdescription
Attributes:
material
ⰶ㋤ʙ⣬ໞቨᅆ᱿ ᵬᮢⳂહ∑ờ
଼ඖϊᛤ܈:
paper
₣
parch
⇺Თ₣
mixed
ᛜ

<surname> (surname ᕿ)
ծؐɺΤᅭᕿŊʏȮᄞȮℙ⚦ȯ
Module: namesdates
Example: <surname type="combine">St John
<surname type="combine">ᓿぬ</surname>
Stevas</surname>
<surrog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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ծؐ〦ᅠ˶̬༆ợ᱿ᄲ̤ջჶഛا᱿⫏⤻Ŋ⋱רએ߱ᅠΎᾷᑨᐉᆯҢ˟߸ᅞȯ
Module: msdescription
<surrogates> <p> <bibl> <title type="gmd">
Example: <surrogates> <p> <bibl> <title
ⲿᆙᔌᦸ</title>
type="gmd">diapositive</title>
<idno>AM 74 a, fol.</idno>
<idno>AM 74 a, fol.</idno>
<date>May 1984</date> </bibl>
<date>May 1984</date> </bibl>
<bibl> <title type="gmd">b/w prints</title>
<bibl> <title type="gmd">㓺ᱺⱚӛ</title>
<idno>AM 75 a, fol.</idno>
<idno>AM 75 a, fol.</idno>
<date>1972</date> </bibl> </p>
<date>1972</date> </bibl> </p>
</surrogates>
</surrogates>
<syll> (syllabification ㅠῃԬӠ)
ծؐᐻ㆛᱿ㅠῃԬӠȯ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form> <orth>area</orth>
<hyph>ar|ea</hyph>
<syll>ar|e|a</syll> </form>

ߌឤᣅɺɺㅠῃŊᄑᤀᘍဏͧ͛

<symbol> (Symbolic value Ὢ⚦ϊ)
⠧ḻԼ⋱ϊ₳ῃ᱿ϊⵒӠ⫏⤻ŊծؐくહὪ⚦Ӭ⠧ʑ᱿Ңʑɺㅮȯ
Module: iso-fs
Attributes:
value
ဏͧԼ⋱᱿Ὢ⚦ϊŊくહὪ⚦Ӭ⠧߱רԼ⋱ઽبʑ྆ᆙȯ(ᮢʕ⠧ḻŊ͛ॖॉඖȯ)
Example: <f name="gender"> <symbol
<f name="gender"> <symbol value="feminine"/>
value="feminine"/> </f>
</f>
<table>
˫⠧ጁഐೣاȮծؐ߱᳅⠗ᑲӬʑ᱿ᄽҙૌȯ
Module: figures
Attributes:
rows
྆ӛ⠧ጁʑ᱿Ӭᄲȯ(ᤀဏͧᄲŊԅະ˫ະᮢỄೣ͗⤺ᾰ⠗ᄲȯ )
cols
྆ӛ⠧ጁʑᕓɺӬծؐ᱿⠗ᄲȯ(ᤀဏͧᄲŊԅະ˫ະᮢỄೣ͗⤺ᾰ⠗ᄲȯ)
Example: <table rows="4" cols="4"> <head>Poor
<table rows="4" cols="4"> <head>שռ㇝ಐဏ
Men's Lodgings in Norfolk (Mayhew, 1843)</head>
̦ͧᄲᲿ(2008 ౺キ֓ߡ )</head>
<row role="label"> <cell role="data"/>
<row role="label"> <cell role="data"/>
<cell role="data">Dossing Cribs or Lodging
<cell role="data">ᠰ઼</cell>
Houses</cell>
<cell role="data">ᐻ઼</cell>
<cell role="data">Beds</cell>
<cell role="data">Needys or Nightly
<cell role="data">㋧₤઼</cell> </row>
Lodgers</cell> </row>
<row role="data"> <cell role="label">ߥୀञ
<row role="data"> <cell role="label">Bury St
㇝ಐ</cell>
Edmund's</cell>
<cell role="data">203</cell>
<cell role="data">5</cell>
<cell role="data">168</cell>
<cell role="data">8</cell>
<cell role="data">66</cell> </row>
<cell role="data">128</cell> </row>
<row role="data"> <cell role="label">ӕ႔ञ
<row role="data">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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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label">Thetford</cell>
<cell role="data">3</cell>
<cell role="data">6</cell>
<cell role="data">36</cell> </row>
<row role="data"> <cell
role="label">Attleboro'</cell>
<cell role="data">3</cell>
<cell role="data">5</cell>
<cell role="data">20</cell> </row>
<row role="data"> <cell
role="label">Wymondham</cell>
<cell role="data">1</cell>
<cell role="data">11</cell>
<cell role="data">22</cell> </row> </table>

㇝ಐ</cell>
<cell role="data">216</cell>
<cell role="data">140</cell>
<cell role="data">32</cell> </row>
<row role="data"> <cell role="label">۹͗ᱸ
ञ㇝ಐ</cell>
<cell role="data">197</cell>
<cell role="data">160</cell>
<cell role="data">50</cell> </row>
<row role="data"> <cell role="label">ෑञ
㇝ಐ</cell>
<cell role="data">177</cell>
<cell role="data">130</cell>
<cell role="data">22</cell> </row>
</table>

<tag>
ծؐңሷરᄮআᐻ ⎞ታᐻ ᱿ᄽŊ⋱רծ଼ඖ⦦ᆙŊ̟ʃծؐㆊדଜᐻ⥆હ∑Ὢ
⚦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scheme
ဏͧ⥿ᐻʠ⨯ӲὪᷪŊᔍờહ∑ᅠ⥿ᐻʑȯ
଼ඖϊᛤ܈:
TEI
ᔍᐻ ᣅ TEI ᐻ᱿ɺⵒ˷ȯ
DBK
ᔍᐻ ᣅ Dockbook ᐻ᱿ɺⵒ˷ȯ
Example: Mark the start of each italicised phrase
ᅠሷᅈ㋤᱿Ԋㆊ˫<tag>hi
with a <tag>hi rend="it"</tag> tag, and its end
rend="it"</tag> ᐻ Ŋʏ˫
with a
<tag>/hi</tag>ᐻ ଜȯ
<tag>/hi</tag> tag.
<tagsDecl> (tagging declaration ᐻ⦒ઽ)ب
ဏͧ〦ᅠະᮢ߱ XML ᄽ˴ʑ᱿ᐻ⦒᱿⦀₳⫏⤻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tagsDecl> <rendition
xml:id="rend-it">to be rendered in italic
font</rendition>
<namespace
name="http://www.tei-c.org/ns/1.0"> <tagUsage
gi="hi" occurs="467" render="#rend-it"/>
<tagUsage gi="title" occurs="45"
render="#rend-it"/> </namespace>
<namespace
name="http://docbook.org/ns/docbook">
<tagUsage gi="para" occurs="10"/>
</namespace> </tagsDecl>

t
<tagsDecl> <rendition xml:id="rend-it">ᮢᅠᅈ
㋤</rendition>
<namespace
name="http://www.tei-c.org/ns/1.0"> <tagUsage
gi="hi" occurs="467" render="#rend-it"/>
<tagUsage gi="title" occurs="45"
render="#rend-it"/> </namespace>
<namespace
name="http://docbook.org/ns/docbook">
<tagUsage gi="para" occurs="10"/>
</namespace> </tagsDe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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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Usage> (tag usage ᐻ ͐ᮢ)
ဏͧᄽ˴ʑኽΤ᧚હҀ₪᱿͐ᮢ⫏⤻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gi
⥿ᐻ ྆ᆙ᱿Ҁ₪ờ (ⳇᮢ⨯ӲὪᷪ)ȯ(ʀଶҀ₪ namespace ྆᱿Ҁ₪߱ờἇ⿵ʑ᱿ờ)
occurs
྆ӛ⥿Ҁ₪߱ᄽʑӛ᱿ᓝᄲȯ(ञᅠダ᱿ᄮᄲȯ)
withId
྆ӛሷᆙᷨҚࡍ଼ඖ xml:id ଼ඖϊ᱿Ҁ₪߱ᄽʑ᱿ӛᓝᄲȯ(ञᅠダ᱿ᄮᄲȯ)
render
ᐻᆙҀ₪ rendition ᱿⨯ӲὪ⚦Ŋ⥿Ὢ⚦હ∑ᔍҀ₪᱿اᅞᘍȯ(⨯ӲὪ⚦ᣅᄽ˴ʑኽΤҀ₪
rendition ሷ᱿Қࡍ଼ඖ xml:id ᱿଼ඖϊȯ)
Example: <tagsDecl> <rendition
xml:id="it">Render using a slant or italic variant on <tagsDecl> <rendition xml:id="it">૽ᅈ㋤ᮢᅠⳇ
the current font</rendition>
ᮢ᱿ࠣ</rendition>
<namespace
<namespace
name="http://www.tei-c.org/ns/1.0"> <tagUsage name="http://www.tei-c.org/ns/1.0"> <tagUsage
gi="hi" occurs="28" withId="2" render="#it">
gi="hi" occurs="28" withId="2" render="#it"> ᮢ
Used to mark English words italicised in the copy
͗ᐻḻԞ⡹᱿ᅈ㋤ᄽȯ</tagUsage>
text.</tagUsage>
<tagUsage gi="foreign" render="#it">ᮢ͗ᐻḻ
<tagUsage gi="foreign" render="#it">Used to
mark non-English words in the copy
Ԟ⡹᱿ᄽȯ</tagUsage> <!-- ...
text.</tagUsage> <!-- ... --></namespace>
--></namespace> <!-- ... --></tagsDecl>
<!-- ... --></tagsDecl>
<taxonomy> (taxonomy Ӡㆩણᘍ)
હ∑ᄽ˴Ӡㆩ᱿ㆩࠣણŊ˫רᆯ៌߱߸˫ሬᲿ⫏ᅆ᱿ᅞೣŊᆯᆙᷨ߸˫ᐉӠㆩᘍ᱿ᅞೣ͗Ӡ
ㆩ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taxonomy xml:id="tax.b"> <bibl>Brown
<taxonomy xml:id="tax.b"> <bibl>లቁゝ
Corpus</bibl>
</bibl>
<category xml:id="tax.b.a"> <catDesc>Press
<category xml:id="tax.b.a"> <catDesc>㋤
Reportage</catDesc>
⥏ࢊ</catDesc>
<category xml:id="tax.b.a1">
<category xml:id="tax.b.a1"> <catDesc>ᅺࢊ
<catDesc>Daily</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tax.b.a2">
</catDesc> </category>
<catDesc>Sunday</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tax.b.a2"> <catDesc>ⳕᅺ
<category xml:id="tax.b.a3">
</catDesc> </category>
<catDesc>National</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tax.b.a3"> <catDesc>Қߡ
<category xml:id="tax.b.a4">
ඖ</catDesc> </category>
<catDesc>Provincial</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tax.b.a4"> <catDesc>߸ᅞ
<category xml:id="tax.b.a5">
ඖ</catDesc> </category>
<catDesc>Political</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tax.b.a6">
<category xml:id="tax.b.a5"> <catDesc>ᄎᗶ
<catDesc>Sports</catDesc> </category>
</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category xml:id="tax.b.a6"> <catDesc>㋤⋀
<category xml:id="tax.b.d">
</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catDesc>Religion</catDesc>
<category xml:id="tax.b.d"> <catDesc>શᄞ
<category xml:id="tax.b.d1">
</catDesc>
<catDesc>Books</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tax.b.d1"> <catDesc>♊ᄽ
<category xml:id="tax.b.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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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Desc>Periodicals and tracts</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taxonomy>

</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xml:id="tax.b.d2"> <catDesc>ቅӤ
⎞ᵬᄽ</catDesc> </category> </category>
</taxonomy>

<tech> (Technical stage direction ༬⠛ඖ⎮྆שḻ)
ဎⲩɺΤңሷ᧚ᔢᲿ᱿Ŋ̟ʏ⸒ଃរڂ᱿⎮྆שḻȯ
Module: drama
Attributes:
type
༬⠛ඖ⎮྆שḻㆩࠣ
଼ඖϊᛤ܈:
light
ᥨ҆ဏḻ
sound
ㅠᄓဏḻ
prop
ⳬңဏḻ
block
⎮⦲שಙ྆ḻ
perf
྆ӛ⥿༬⠛ඖ⎮྆שḻ⳺ᮢᅠڊˀរӛʑȯ(⨯Ӳᷪ( ᤫאIDREFS) ͗⎊ᅠҀ₪ performance ᱿଼ඖ
xml:idȯ)
Example: <tech type="light">Red spot on his
<tech type="light">҆༌߱˟⍰ʀ</tech>
face</tech>
<TEI> (TEI documentTEI ᄽ˴)
ծؐὪ TEI ᐻ᱿܈ɺᄽ˴Ŋ᮫ɺΤ TEI ᐻㆊדɺ˷ᄽໞŊ܈ר᩸ӛᆯ̳ᣅҀ₪ teiCorpus
᱿ɺⵒӠȯ
Module: textstructure
Attributes:
version
TEI ከᐉ᱿ᦹȯ(ᮢɺΤᄲᐻᆙ TEI ྆೧᱿ᦹӲ)
Example: <TEI> <teiHeader> <fileDesc>
<TEI> <teiHeader> <fileDesc> <titleStmt>
<titleStmt> <title>The shortest TEI Document
Imaginable</title> </titleStmt>
<title>TEI ʑᄽ྆೧</title> </titleStmt>
<publicationStmt> <p>First published as part of
<publicationStmt> <p>૽⎞ TEI ʑᄽ߱߸ջ⤺Ԭ
TEI P2.</p> </publicationStmt>
ᾀᄽ˴ɺӛᦹ</p> </publicationStmt>
<sourceDesc> <p>No source: this is an original
<sourceDesc> <p>⨿⎊ TEI P5 ᄽ྆೧</p>
work.</p> </sourceDesc> </fileDesc>
</sourceDesc> </fileDesc> </teiHeader>
</teiHeader>
<text> <body> <p>Ⳇᆯ TEI P5 ᱿ʑᄽ྆
<text> <body> <p>This is about the shortest TEI
document imaginable.</p> </body> </text>
೧...</p> </body> </text> </TEI>
</TEI>
<teiCorpus> (TEI corpusTEI ᄽゝ)
ծؐɺहᮢ TEI ℶᷪ᱿ᄽ˴ゝŊ᮫܈ɺᄽゝᐻㆊ˫דɺΤ (घΤ) TEI Ҁ₪ໞŊ ׳TEI Ҁ₪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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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ɺᄽᐻㆊُɺΤᄽ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version
TEI ከᐉ᱿ᦹȯ(ᮢɺΤᄲ⠧ḻ TEI ྆೧᱿ᦹӲ)
Example: <teiCorpus> <teiHeader> <!-- header
<teiCorpus> <teiHeader> <!-- ⥿ᄽゝ᱿ⅶ
for corpus --></teiHeader>
header --></teiHeader>
<TEI> <teiHeader> <!-- header for first text
<TEI> <teiHeader> <!-- ὮɺΤᄽὁ᱿ header
--></teiHeader>
--></teiHeader>
<text> <!-- content of first text --></text>
<text> <!-- ὮɺΤᄽὁ᱿ҙૌ --></text>
</TEI>
</TEI>
<TEI> <teiHeader> <!-- header for second text
<TEI> <teiHeader> <!-- ὮʷΤᄽὁ᱿ header
--></teiHeader>
--></teiHeader>
<text> <!-- content of second text --></text>
<text> <!-- ὮʷΤᄽὁ᱿ҙૌ --></text>
</TEI> <!-- more TEI elements here
--></teiCorpus>
</TEI> <!-- Ң˟ TEI Ҁ₪ --></teiCorpus>

<teifsd> (feature system declaration Լ⋱₇⃥ઽ)ب
ծؐɺΤԼ⋱₇⃥ઽبȯ
Module: declarefs

<teiHeader> (TEI HeaderTEI ᐻㆊ)
߱ሷὪ TEI ᐻ᱿ᄽ⬚আ᱿ヅઈ㆛ㅪᯍʑဏͧᄝⲩඖ˫דઽبඖ᱿⫏⤻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type
ᐻᆙᐻㆊえ଼ᅠ᱿ᄽ˴ㆩࠣŊ͛ॖᄽゝ܈ɺᄽȯ
଼ඖϊᛤ܈:
text
ᐻㆊえ଼ᅠ܈ɺᄽʑȯ
corpus
ᐻㆊえ଼ᅠᄽゝʑȯ
Example: <teiHeader> <fileDesc> <titleStmt>
<teiHeader> <fileDesc> <titleStmt>
<title>Shakespeare: the first folio (1623) in electronic
<title>Taisho Tripitaka, Electronic
form</title>
version, No. 251 ⎷ᘘ⇵✭घൔ
<author>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author>
</title>
<respStmt> <resp>Originally prepared by</resp>
<respStmt> <resp>ಎ͗
<name>Trevor Howard-Hill</name> </respStmt>
</resp>
<respStmt> <resp>Revised and edited by</resp>
<name>ञ♀ӛᦹዳೣሳḽ
<name>Christine Avern-Carr</name> </respStmt>
</name> </respStmt>
</titleStmt>
<respStmt> <resp>ヅઈᦹ⢌̳
<publicationStmt> <distributor>Oxford Text
Archive</distributor>
</resp>
<address> <addrLine>13 Banbury Road, Oxford OX2 6NN,
<name>ʑⓧヅઈ̲Ҥ֠ሳ
UK</addrLine> </address>
</name> </respStmt> </titleStmt>
<idno type="OTA">119</idno>
<publicationStmt> <distributor>ʑⓧ
<availability> <p>Freely available on a non-commercial
ヅઈ̲Ҥ֠ሳ</distributor>
basis.</p> </availability>
<address> <addrLine>11246 שռ
<date when="1968">1968</date> </publicationSt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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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Desc> <bibl>The first folio of Shakespeare, prepared
by Charlton Hinman (The Norton Facsimile, 1968)</bibl>
</sourceDesc> </fileDesc>
<encodingDesc> <projectDesc> <p>Originally prepared for
use in the production of a series of old-spelling concordances in
1968, this text was extensively checked and revised for use
during the editing of the new Oxford Shakespeare (Wells and
Taylor, 1989).</p> </projectDesc>
<editorialDecl> <correction> <p>Turned letters are silently
corrected.</p> </correction>
<normalization> <p>Original spelling and typography is
retained, except that long s and ligatured forms are not
encoded.</p> </normalization> </editorialDecl>
<refsDecl xml:id="ASLREF"> <cRefPattern
matchPattern="(\S+) ([^.]+)\.(.*)"
replacementPattern="#xpath(//div1[@n='$1']/div2/[@n='$
2']//lb[@n='$3'])"> <p>A reference is created by assembling
the following, in the reverse order as that listed here: <list>
<item>the <att>n</att> value of the preceding
<gi>lb</gi></item>
<item>a period</item>
<item>the <att>n</att> value of the ancestor
<gi>div2</gi></item>
<item>a space</item>
<item>the <att>n</att> value of the parent
<gi>div1</gi></item> </list></p> </cRefPattern>
</refsDecl> </encodingDesc>
<revisionDesc> <list> <item><date when="1989-04-12">12
Apr 89</date> Last checked by CAC</item>
<item><date when="1989-03-01">1 Mar 89</date> LB
made new file</item> </list> </revisionDesc> </teiHeader>

ఱռ༼֒҆ᆙ⭰ 276 ⚦ 4 ᐵ
</addrLine> </address>
<availability> <p>⫏ᅆ͐ᮢくહ
ᅠӴඖᮢⳂŊʏトえʀᐻㆊ
⫏⤻ȯ</p> </availability>
<date>1998 ౺ 12 ሶ</date>
</publicationStmt>
<sourceDesc> <bibl>Taisho Tripitaka
Vol. 08, Nr. 251 ⎷ᘘ⇵✭घൔ
</bibl> </sourceDesc> </fileDesc>
<encodingDesc> <projectDesc> <p>
ㅷЈጁೣⱧဘ</p> </projectDesc>
</encodingDesc>
<revisionDesc> <list>
<item><date>19990721/18:35:54
</date>CW ˫ CBXML.BAT
(99/6/30)Ⱨဘໞ
XML</item></list> </revisionDesc>
</teiHeader>

<term>
ծ̳ؐᣅ૾ሷ⥱᱿ɺΤ܈Ȯ⥱എȮᆯ⠧ḻὪ⚦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sortKey
ဏͧ€೧ʑ⥿૾ሷ⥱᱿〦⼫ȯ(רᮢ˶̬Ⳑ↲᱿⃥ɺᷪ֠હ (Unicode) ʕ⠧ḻȯ)
✗ឤരʙ<index indexName="NAMES">
<term sortKey="LIU_CHAN">Ẉ
Examples: David's other principal backer, Josiah ha-Kohen
</term> </index> ŊӮᅅŊ֗ʠŊ
<index indexName="NAMES"> <term
രᄊẈŊ
sortKey="Azarya_Josiah_Kohen">Josiah ha-Kohen b.
<index indexName="NAMES"<term
Azarya</term> </index> b. Azarya, son of one of the
sortKey="LIU_CHAN">ҝ<ܭ/term>/>Ŋ
last gaons of Sura was David's own first cousin.
✗ឤᆭᣊుЈʠઈŊ✗ឤ˩ᲁుŊ
ʬᆯឤቄ˩ᲁుȯ
A computational device that infers structure from
߱רჵೣ᱿⡶⇦ॖᄲ̤ᑨȮ༆ྃೣヅ
grammatical strings of words is known as a
〉Ŋ דMP3 ႩᄍᑨʀŊ<term>൬⥆ຣ
<term>parser</term>, and much of the history of NLP
over the last 20 years has been occupied with the design of ㋤(Flash Memory)</term>⦦˫רᆯሱᇒ
⳦᱿Ѳએㆩࠣȯ
parsers.
We may define <term xml:id="TDPV"
⫢ἇ᱿ଃờŊ<term xml:id="T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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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d="sc">discoursal point of view</term> as
<gloss target="#TDPV">the relationship, expressed
through discourse structure, between the implied author or
some other addresser, and the fiction.</gloss>

rend="sc">⫀ἇ</term>ˇờ
<gloss target="#TMK">घㆊ˅ᆞŊᆯ྆
˅ᆞ≛ӴᮢζҘ⫏⸉Ŋ߱ఱࢍʀ⫀Ҙቅ
⪴Ŋ˫ቅ૽͗ъጁʀឲᆹŊҪ㋧ъཛྷӛŊ
ഺʑ᪀Ӵ᱿༼ṠᙙՒȯ</gloss>

<text>
ծؐɺ˷˶̬Ớㆩ᱿ᄽŊᤀ⧄ᆯ܈ɺ⢒᱿Ŋ͛ॖ⥸⥱ԮȮᄣᄽゝȮଅ⦦ȮҤȮᆯ
ᄽゝ͛ȯ
Module: textstructure
<text> <front> <docTitle> <titlePart>ຣᖶ֡
</titlePart> </docTitle> </front>
Examples: <text> <front> <docTitle>
<body> <l>ᖶ֡॑Ŋ</l>
<titlePart>Autumn Haze</titlePart> </docTitle>
<l>ㆺᇓ⎡ሯ⧛ȯ</l>
</front>
<body> <l>Is it a dragonfly or a maple leaf</l>
<l>ᅺӛᖶ␕⋛ᢜŊ</l>
<l>That settles softly down upon the water?</l>
<l>ᆨ͗ᖶᖛℂॖ☾Ŋ</l>
</body> </text>
<l>⋱ʃຣᖶ֡ȯ</l> </body> </text>
(ᱺଡᆞŊȳຣᖶ֡ȴȯ)
<text> <front/>
<text> <front/>
<group> <text> <front/>
<group> <text> <front/>
<body/>
<body/>
<back/> </text>
<back/> </text>
<text/> </group> </text>
<text/> </group> </text>
<textClass> (text classification ᄽ˴Ӡㆩ)
ֈゝ˫ᐻӠㆩከᐉȮ€೧Ҥᾀ͗ဎⲩᄽ˴ඖ⫨ʙ㆛᱿⫏⤻ȯ
Module: header
<taxonomy> <category
Example: <taxonomy> <category
xml:id="chineseliterature"> <catDesc>ʑߡᄽણ
xml:id="acprose"> <catDesc>Academic
</catDesc> </category> <!-- Ң˟ᄽㆩ
prose</catDesc> </category> <!-- other
--></taxonomy>
categories here --></taxonomy>
<textClass> <catRef
<textClass> <catRef target="#acprose"/>
target="#chineseliterature"/>
<classCode
<classCode
scheme="http://www.udcc.org">001.9</classCod
scheme="http://www.ncl.edu.tw/">820</classCo
e>
de>
<keywords scheme="http://authorities.loc.gov">
<keywords scheme="http://authorities.loc.gov">
<list> <item>End of the world</item>
<list> <item>Лᰈᄽણ</item>
<item>History - philosophy</item> </list>
<item>⦝ᄽㆩ</item> </list> </keywords>
</keywords> </textClass>
</textClass>
<textDesc> (text description ᄽဎⲩ)
ဏͧᄽ߱ࣀ᧚ᅞㄇ᱿〦ဎⲩȯ
Module: corpus
Example: <textDesc n="Informal domestic
conversation"> <channel mode="s"> </channel>
<constitution type="single"> </constitution>

<textDesc n="ᔌೣ᱿⦹ट"> <channel
mode="s"> </channel>
<constitution type="single">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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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ivation type="original"> </derivation>
<domain type="domestic"> </domain>
<factuality type="mixed"> </factuality>
<interaction type="complete" active="plural"
passive="many"> </interaction>
<preparedness type="spontaneous">
</preparedness>
<purpose type="entertain" degree="high">
</purpose>
<purpose type="inform" degree="medium"/>
</textDesc>

<derivation type="original"> </derivation>
<domain type="domestic"> </domain>
<factuality type="mixed"> </factuality>
<interaction type="complete" active="plural"
passive="many"> </interaction>
<preparedness type="spontaneous">
</preparedness>
<purpose type="entertain" degree="high">
</purpose>
<purpose type="inform" degree="medium"/>
</textDesc>

<textLang>
ဎⲩ༆ợʑ͐ᮢ᱿⦝⤵ُሬ૯₇⃥ (ଃᅠҢဎⲩᆹ͐ᮢ᱿⦝⤵͐ᮢҀ₪) ȯ
Module: msdescription
Attributes:
mainLang
ဏͧɺ˩ᷪŊ⨯Ӳ༆ợʑ͐ᮢ᱿ʙ⣬⦝⤵ȯ
(͐ᮢ ISO 3066 Ң₇Ӭʑ᱿⦝⤵˩ᷪŊʬנ⋱רक߱ᐻㆊʑ᱿Ҁ₪ language ʑሷ₊⻞)
otherLangs
ɺΤघΤ˩ᷪ⨯Ӳ༆ợʑ͐ᮢ᱿˶̬Ң˟⦝⤵ȯ
(ɺ˩ᷪӬ⠧ŊᕓΤ⦝⤵˩ᷪᲀહ∑߱ RFC 3066 Ң₇ӬʑŊʬנ⋱רक߱ᐻㆊʑ᱿Ҁ₪ language
ʑሷ₊⻞)
<textLang mainLang="en"
Example: <textLang mainLang="en" otherLangs="la">
otherLangs="la"> ʙ⣬ᣅᄽŊႇ˫ཚɻ
Predominantly in English with Latin glosses</textLang>
എȯ</textLang>

<then>
֒Ӡጻ˴ُҀ₪ if ʑ᱿ㅷ⥑ϊŊᆯ֒ӠҀ₪ cond ʑ᱿Ԋဏُኞȯ
Module: declarefs

<time>
ծؐɺ⥱Ŋ˫˶̬ഐೣહ∑ᆹ⿵
Module: core
Example: As he sat smiling, the quarter struck —
<time when="11:45:00">the quarter to
twelve</time>.

ʁᢜⰇ૽ᅠ <time when="11:45:00">దɺԀ
֓ʷ㔄</time>ӛᱹȯ

<timeline> (timeline ᆹ⿵ⳖỄ)
ဏͧɺᄮ㕑᱿ᆹ⿵ㅯ㔄Ŋ⦦ם⎞רᄽ᱿Ҁ₪ⳐŊ˫Ἴ⥿ᄽ᱿ᆹ⿵ȯ
Module: linking
Attributes:
origin
ᐻӛᆹ⿵ⳖỄ᱿ㆊŊ͛ॖআᆹ⿵ȯ(ൕㅱⳐӷҙૌʑ᱿ҢʑɺΤҀ₪ whenŊ≛Ⳑӷנɺ
Τ timeline Ҁ₪ȯ)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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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ӛὪᆹ⿵ⳖỄ଼ඖ interval ᱿଼ඖϊᆯὪҢ↲ᆹ⿵㔄᱿ᆹ⿵̤܈ȯ
଼ඖϊᛤ܈:
d
ᅺ
h
ᆹ
m
Ӡ
s
ấ
ms
ᕥấ
interval
྆ᆙᆹ⿵֒ᕀʑ᱿ᄲϊⵒ˷ȯ(ɺΤᔌᄲŊқΤ irregular  regular ᧚ᔢϊ᱿ҢʑɺΤȯ)
Example: <timeline xml:id="TL01" origin="#TL-w0"
<timeline xml:id="TL01" origin="#TL-w0"
unit="ms"> <when xml:id="TL-w0"
unit="ms"> <when xml:id="TL-w0"
absolute="11:30:00"/>
absolute="11:30:00"/>
<when xml:id="TL-w1" interval="unknown"
<when xml:id="TL-w1" interval="unknown"
since="#TL-w0"/>
since="#TL-w0"/>
<when xml:id="TL-w2" interval="100"
<when xml:id="TL-w2" interval="100"
since="#TL-w1"/>
since="#TL-w1"/>
<when xml:id="TL-w3" interval="200"
<when xml:id="TL-w3" interval="200"
since="#TL-w2"/>
since="#TL-w2"/>
<when xml:id="TL-w4" interval="150"
<when xml:id="TL-w4" interval="150"
since="#TL-w3"/>
since="#TL-w3"/>
<when xml:id="TL-w5" interval="250"
<when xml:id="TL-w5" interval="250"
since="#TL-w4"/>
since="#TL-w4"/>
<when xml:id="TL-w6" interval="100"
<when xml:id="TL-w6" interval="100"
since="#TL-w5"/> </timeline>
since="#TL-w5"/> </timeline>
<title>
ծؐ˶̬Ớㆩ̳ٴ᱿રᄮ㆛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level
྆ӛ㆛᱿ሬᲿଶᓝŊ֯⥿㆛ʠ྆˫רᆯᄽὁȮሬ‣ȮቅӤȮלሬቍӛᦹ᱿ㅮᲿȯ
଼ඖϊᛤ܈:
a
Ӡኔଶ㆛( ᄽὁȮ⥸ȮҢ˟を଼ᅠɺΤⰱञ̳ٴ᱿ㅮᲿ)
m
૾㆛ଶ㆛( ሬȮⴆゝȮҢ˟᩸Ἴӛᦹ᱿ㅮᲿŊծؐघҩ̳ٴ᱿Ңʑɺҩ)
j
ቅӤଶ㆛
s
לሬଶ㆛
u
ቍӛᦹ᱿ㅮᲿ㆛( ծቍۄᏈӤᱹ⠧᱿૾㆛⧄ᄽ)
type
ᮢ⳺᱿Ӡㆩᅞᘍ૽㆛Ӡㆩȯ
଼ඖϊ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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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ʙ⣬㆛
sub
Ԟ㆛ȮⵒӠ㆛
alt
ሰ˩㆛Ŋⳇ˫⥿̳┮ٴ᱿נɺỚ⦝⤵ا
short
㆛᱿Ⅷ૯ഐೣ
desc
⥿̳ٴ᱿ဎⲩඖᄊⲩŊ̳רᣅ㆛
Examples: <title>La vie mode d'emploi.
<title>ᕜ⦝⻞</title>
Romans.</title>
<title>Synthes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history of
<title>ޜሬŘ⣶᮹⎞⎣ଊʠक</title>
science</title>
<title>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Research
<title> ╳टሷᛀ—ᤀ⦝╳ۊटŊשռŊ1997
Process: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at Cranfield
౺ 12 ሶ 1 ᅺȯ</titl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K, 18–21 July 1989</title>
<title>Hardy's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a machine
<title>ञ⎷ᘘ⇵✭घŘOCR ⲅ⨯ᦹ
readable edition</title>
</title>
<titlePage> (title page ㆛ㅪ)
ծؐᄽ᱿㆛ㅪŊӛ߱ᔌᄽԊ⫏⤻ᔌᄽര⫏⤻ʠʑȯ
Module: textstructure
Attributes:
type
૽㆛ㅪӠㆩȯ(˶̬᱿ʕŊ͛ॖ: રҚ, ʃરҚ, ₇Ӭᐻ㆛ᾀȯ)
<titlePage> <docTitle> <titlePart
Example: <titlePage> <docTitle> <titlePart
type="main">ᐵछ</titlePart>
type="main">THOMAS OF Reading.</titlePart>
<titlePart type="alt">בᵲㆊ⥆</titlePart>
<titlePart type="alt">OR, The sixe worthy yeomen of
</docTitle>
the West.</titlePart> </docTitle>
<docEdition>ᛤʯひ߈֓ʪ౺ᮬⲉņ1784 ౺Ň
<docEdition>Now the fourth time corrected and
छ⤌ʙːᔌೣ㆛ᣅȳᐵछȴŊ߱ᔍʠ
enlarged</docEdition>
ԊŊᔍሬɺ⎷ⵣ㆛ᣅȳᵲㆊ⥆ȴ
ȯ</docEdition>
<byline>By T.D.</byline>
<figure> <head>TP</head>
<byline>ርズ␜</byline>
<p>Thou shalt labor till thou returne to duste</p>
<figure> <head>HL</head>
<figDesc>Printers Ornament used by TP</figDesc>
<p>ᐵछߧ⥲</p>
</figure>
<figDesc>ᛤ҆ℨӤ᱿ȳᐵछȴတߧŊᄊ
<docImprint>Printed at <name
ᯉȯ</figDesc> </figure>
type="place">London</name> for
<docImprint>ሱᅽ᱿༯ӛᅠᛤቄʯひʑ
<name>T.P.</name>
<date>1612.</date> </docImprint> </titlePage>
ቅ᱿ <date>ᮬ౺ņ1754 ౺Ňȯ</date>
</docImprint> </titlePage>
<titlePart> (title part ㆛ⵒӠ)
ծ̳ؐٴ㆛᱿ⵒӠ֒ᕀŊᅠ㆛ㅪʀᐻḻ᱿㆛ȯ
Module: textstructure
Attributes: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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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ᆙ⥿㆛ⵒӠ᱿̳ᮢȯ
଼ඖϊᛤ܈:
main
̳ٴʙ⣬㆛
sub
̳ٴᓝ⣬㆛
alt
̳˩ٴဘ㆛
short
㆛᱿Ⅷ૯ഐೣ
desc
̳ٴ᱿ဎⲩඖᄊⲩ
Example: <docTitle> <titlePart type="main">THE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Of the FAMOUS Moll
Flanders, &c. </titlePart> <titlePart type="desc">Who
was BORN in NEWGATE, And during a Life of continu'd
Variety for Threescore Years, besides her Childhood,
was Twelve Year a <hi>Whore</hi>, five times a
<hi>Wife</hi> (wherof once to her own Brother)
Twelve Year a
<hi>Thief,</hi> Eight Year a Transported
<hi>Felon</hi> in
<hi>Virginia</hi>, at last grew <hi>Rich</hi>, liv'd
<hi>Honest</hi>, and died a
<hi>Penitent</hi>.</titlePart> </docTitle>

<docTitle> <titlePart type="main">֔౺ɺ݂
</titlePart>
<titlePart type="desc">Ⳇᆯɺ˷᳠૪᱿≙
ૣᅺ⥆Ŋ⥆⻞̰Ạジ߱ 20 ʊ₊ሱരಂΤሶ
᱿ᄲ┋⸄⠗Ễȯ̰Ạジ⎞㏥Ӕヅ⣶שɺ⠗ᅠ
1999 ౺ 9 ሶ 27 ᅺۓỄŊଁ⥏ʊ᮹᱿מ
≘ᄽᆙȯᅧỄআᆹŊ5 ⱅᇒⰇഺ㈭ᛸᙹ
⳥⎏ࡁדˁᔕୀञᛸŊːڂʧࠈ㇓ᑨ⎏శ⍺
゜ҤŊ≙ૣરశ⍺ُ߭҇Ӵ᧚ര⎏
⇵Ŋ⎞ᇒⰇሳŊᤋര᮫ᇒⰇ⬕રҚ
ỄŊ᳅⎏ⲙߊ㈭ᛸȯ</titlePart> </docTitle>
(̰Ạジ)

<titleStmt> (title statement ㆛づⲩ)
ֈゝ〦ᅠ̳ٴᐻ㆛⎞̳ٴᇜҙૌ⪸˶ᔖ଼᱿⫏⤻ȯ
Module: header
Example: <titleStmt> <title>Capgrave's Life of St.
<titleStmt> <title>Taisho Tripitaka, Electronic
John Norbert: a machine-readable
version, No. 251 ⎷ᘘ⇵✭घൔ</title>
transcription</title>
<respStmt> <resp>ヅઈջ</resp>
<respStmt> <resp>compiled by</resp>
<name>ʑⓧヅઈ̲Ҥ֠ሳ</name>
<name>P.J. Lucas</name> </respStmt>
</respStmt> </titleStmt>
</titleStmt>
<tns> (tense ᆹ๗)
⦦ᆙኽତ༿ഐೣ᱿ᆹ๗ȯ
Module: dictionaries
Example: <entry> <form type="inflected">
<gramGrp> <per value="2"/>
<number value="singular"/>
<tns value="present"/>
<mood value="indicative"/> </gramGrp>
<form type="personalpronoun"> <orth>du</orth>
</form>
<form type="headword"> <orth>
<oVar>triffst</oVar> </orth> </form> </form>
</entry>

ߌឤ⦝ᤀᆹ๗⩐ջŊᄑʃဏͧ͛ȯ

TEI 元素定義與範例 373

<tr> (translation equivalent ≒⨿)
ծؐᐻ㆛͛᱿≒⨿ȯ
Module: dictionaries

<trailer> (trailer ଜ㆛)
ծؐᄽʑɺΤ֒ᕀታᆹ᱿ଜ㆛ଜ⻞ȯ
Module: textstructure
Example: <trailer>Explicit pars tertia</trailer>

<trailer>ᯃὀ┷֟ඖلॖ̬Ŋʈ⊝ʁᄽӠ⤟ȯ
</trailer>
(⇵⪷ʑŊȳɿߡរ∑ȴȯ)

<trans> (translation information ≒⨿⫏⤻)
ծؐ≒⨿ᄽ˫ד〦⫏⤻ (߱घ⦝Ҥ᱿Ⲇጻʑ) ȯ
Module: dictionaries
<tree>
ᐻ⥆ɺΤᑋᨊᐉŊծؐዾῃ㔄Ȯҙⵒῃ㔄Ȯ┤ῃ㔄Ȯ˫דഺዾӷ┤᱿Ⳑℬȯ
Module: nets
Attributes:
arity
ዾῃ㔄Ⴔሷ᱿ઈῃ㔄ᄲ˫דᑋᨊᐉ᱿ҙⵒῃ㔄ᄲ᱿ሱञϊȯ(⪭ᄮᄲȯ)
ord
⦦ᆙᑋᨊᐉᆯ؋ᄮ㕑ӬŊᆯⵒӠᄮ㕑Ӭȯ
଼ඖϊᛤ܈:
true
ᑋᨊᐉ᱿ሷӠᄄῃ㔄ᲀᄮ㕑Ӭȯ
partial
ሷˀӠᄄῃ㔄ᄮ㕑ӬŊሷˀԅ؋ȯ
false
ᑋᨊᐉ᱿ሷӠᄄῃ㔄ᲀቍᄮ㕑Ӭȯ
order
ဏͧᑋᨊᐉ᱿ᓝŊ͛ॖῃ㔄ᄲᲿȯ(⪭ᄮᄲȯ)
Example: <tree n="ex2" arity="2" ord="partial"
<tree n="ex2" arity="2" ord="partial"
order="13"> <root xml:id="G-div1"
order="13"> <root xml:id="G-div1"
children="#G-plu1 #G-exp1" ord="true">
children="#G-plu1 #G-exp1" ord="true">
<label>/</label> </root>
<label>/</label> </root>
<iNode xml:id="G-plu1" children="#G-exp2
<iNode xml:id="G-plu1" children="#G-exp2
#G-exp3" parent="#G-div1" ord="false">
#G-exp3" parent="#G-div1" ord="false">
<label>+</label> </iNode>
<label>+</label> </iNode>
<iNode xml:id="G-exp1" children="#G-plu2
<iNode xml:id="G-exp1" children="#G-plu2
#G-num2.3" parent="#G-div1" ord="true">
#G-num2.3" parent="#G-div1" ord="true">
<label>**</label> </iNode>
<label>**</label> </iNode>
<iNode xml:id="G-exp2" children="#G-vara1
<iNode xml:id="G-exp2" children="#G-vara1
#G-num2.1" parent="#G-plu1" ord="true">
#G-num2.1" parent="#G-plu1" or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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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label> </iNode>
<iNode xml:id="G-exp3" children="#G-varb1
#G-num2.2" parent="#G-plu1" ord="true">
<label>**</label> </iNode>
<iNode xml:id="G-plu2" children="#G-vara2
#G-varb2" parent="#G-exp1" ord="false">
<label>+</label> </iNode>
<leaf xml:id="G-vara1" parent="#G-exp2">
<label>a</label> </leaf>
<leaf xml:id="G-num2.1" parent="#G-exp2">
<label>2</label> </leaf>
<leaf xml:id="G-varb1" parent="#G-exp3">
<label>b</label> </leaf>
<leaf xml:id="G-num2.2" parent="#G-exp3">
<label>2</label> </leaf>
<leaf xml:id="G-vara2" parent="#G-plu2">
<label>a</label> </leaf>
<leaf xml:id="G-varb2" parent="#G-plu2">
<label>b</label> </leaf>
<leaf xml:id="G-num2.3" parent="#G-exp1">
<label>2</label> </leaf> </tree>

<label>**</label> </iNode>
<iNode xml:id="G-exp3" children="#G-varb1
#G-num2.2" parent="#G-plu1" ord="true">
<label>**</label> </iNode>
<iNode xml:id="G-plu2" children="#G-vara2
#G-varb2" parent="#G-exp1" ord="false">
<label>+</label> </iNode>
<leaf xml:id="G-vara1" parent="#G-exp2">
<label>a</label> </leaf>
<leaf xml:id="G-num2.1" parent="#G-exp2">
<label>2</label> </leaf>
<leaf xml:id="G-varb1" parent="#G-exp3">
<label>b</label> </leaf>
<leaf xml:id="G-num2.2" parent="#G-exp3">
<label>2</label> </leaf>
<leaf xml:id="G-vara2" parent="#G-plu2">
<label>a</label> </leaf>
<leaf xml:id="G-varb2" parent="#G-plu2">
<label>b</label> </leaf>
<leaf xml:id="G-num2.3" parent="#G-exp1">
<label>2</label> </leaf> </tree>

<triangle> (Underspecified embedding tree, so called because of its characteristic shape when drawn.
ʃરҚைҘᑋᨊᐉŊॖᯉӛ᱿ߧഐ᧚ㆴḻȯ)
ᣅʃરҚʠைҘᑋᨊᐉဏͧ᱿Ҁ₪Ŋ֯⫏⤻ʃ⭁᱿ைҘᑋᨊᐉȯ
Module: nets
Attributes:
value
ဏͧɺΤɿ⤑ᑋᨊᐉϊŊ⥿ɿ⤑ᑋᨊᐉᣅɺΤԼ⋱ᐉҢ˟ӠኔҀ₪ȯ
(ɺΤԼ⋱ᐉҢ˟ӠኔҀ₪᱿ሷᄓ⨯ӲὪᷪȯ)
<u> (utterance ⥾⦝)
ɺᕀ⤵⥱Ŋⳇ߱⦦⥾Ԋരᆯɺᕀᗖ㓿ȮᆯנɺΤː᱿⦦⥾ȯ
Module: spoken
Attributes:
trans
྆ӛᔍᕀ⥾⦝ُԊᕀ⥾⦝ʠ⿵Ⱨ⩐⳧Ễ᱿᧚ඖȯ
଼ඖϊᛤ܈:
smooth
ᔍᕀ⥾⦝᱿ㆊʏᤀᯌϟㅺᯌⲐⳌȯ
latching
ᔍᕀ⥾⦝ㆊ᱿ϟㅺᆙㆴᕗ౹⣬ᵬȯ
overlap
ᔍᕀ⥾⦝߱ԊɺᕀⴒቍታԊଔআȯ
pause
ᔍᕀ⥾⦝߱ɺᕀᆙㆴ᱿ϟㅺʠരআȯ
<u who="#spkr1">ϐॖ̷᳠᱿ᗉહ</u>
Example: <u who="#spkr1">if did you set</u>
<u trans="latching" who="#spkr2">well Joe and I
<u trans="latching" who="#spkr2">...ໟُଅᄽ
set it between us</u> <list type="speakers"> <item ሳ߱ໟΩʠ⿵ϝΤᗉહ</u> <list
xml:id="spkr1"/>
type="speakers"> <item xml:id="spk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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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xml:id="spkr2"/> </list>

<item xml:id="spkr2"/> </list>

<unclear>
߱͗ᄽʑザ˫ⲅ⦓⊝ສ≟ᤀᘍᷨ૪Ⱨ⻞᱿܈Ȯ⥱Ȯᕀ┛ȯ
Module: core
Attributes:
reason
྆ӛ⫏ᅆザ˫Ⱨ⻞᱿ߌ׆ȯ(˶̬ဎⲩⱧ⻞ߔザ᱿⥱Ŋ͛ॖ⢬⏨, ⳕ⳼ݿㅠ, ֦Ⰷ⳧, ⢌ⳍ⇃ど,
ώ⭤Ϙサȯ )
hand
Ⱨ⻞ߔザᆯ᮫⯿Ӡᆙᷨ᱿ࡠ⠗≛ⳍໞ (͛ॖⵒӠӵぜ)Ŋԅ߱ᔍ⠧ᆙࡠ⠗≛᱿⯿Ӡȯ
(ൕㅱᆯᄽ˴ᐻㆊ⡹ઽ⳧ب᱿ːڂʠɺ (⦀⣲ὁῃ)ȯ)
agent
ߌᣅҙૌ⳼ံטᕇ≟೧⬚Ⱨ⻞ߔザŊʈⲅרӲӛံᕇ᱿ߌŊԅ߱ᔍԽ˫⦦ᆙȯ
଼ඖϊᛤ܈:
rubbing
ံᕇ⬚ߌᅠሬㅪⴗℳၷჍံט
mildew
ံᕇ⬚ߌᅠሬㅪ⠧ㄇᱹハ
smoke
ံᕇ⬚ߌᅠᤞᦊ

<unicodeName> (Unicode Property Name ⃥ɺᷪඖ⫨ờ)
ծؐɺΤ⃥ɺᷪ⣳ඖ⫨ʠ⥘ҩờȯ
Module: gaiji
Attributes:
version
⦦ᆙ⥿ඖ⫨ờᆯહ∑߱ڊɺᦹ᱿⃥ɺᷪᐻ (Unicode Standard) ʑȯ(ሷᄓ᱿ᦹᄲȯ)
Example:
<unicodeName>character-decomposition-m
<unicodeName>character-decomposition-mapping</unic
apping
odeName>
</unicodeName>
<unicodeName>general-category</unicodeName>
<unicodeName>general-category</unicod
eName>
<usg> (usage ⥱͐ᮢ⫏⤻)
ծؐⲆጻʑ᱿͐ᮢ⫏⤻ȯ
Module: dictionaries
Attributes:
type
ᮢ⳺᱿Ӡㆩᅞᘍ૽ʃ᱿͐ᮢ⫏⤻Ӡㆩȯ
଼ඖϊᛤ܈:
geo
߸ߣ
time
ʃᆹቅȮᔕ౺˩ (מ㋤Ȯ≘ೣᾀȯ)
dom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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ㅽࡍ
reg
⦝ࡍ
style
⦝㋤ (⩽ඖȮㄇ∑׆ᾀ)
plev
ѭ҅Ễಙ (ʙ⣬Ȯᮢᾀ)
lang
⦝⤵ (क͗ᄽȮཾㅠȮᱹㅠᾀ᱿⦝⤵)
gram
ᄽᘍʀ᱿͐ᮢ
syn
⥱∑
hyper
ʀଶᄽ
colloc

comp
Ҥࠣ⡵⦝
obj
Ҥࠣ⥱ט
subj
Ҥࠣʙ⥱
verb
ҤࠣՒ⥱
hint
ᤀᘍӠㆩ᱿⸃∑⫏⤻
Example: <form> <orth>colour</orth>
<form> <usg type="geo">U.S.</usg>
<orth>color</orth> </form> </form>

<form> <orth>⳧</orth>
<form> <usg type="geo">ʑߡञな</usg>
<orth>㧄 </orth> </form> </form>

<val> (value ଼ඖϊ)
ծؐ܈ɺ଼ඖϊȯ
Module: tagdocs
Example: <val>unknown</val>

<val>ቍᵧ</val>

<valDesc> (value description ଼ඖϊဎⲩ)
ぜʴҀ₪ datatype ሷ᱿⫏⤻ʠकŊ⦦ᆙ଼ඖ͐רᮢ᱿଼ඖϊ߱∑⦝ᘍʀ᱿くӼ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mode
ᐻᆙ⥿ઽ߱بҢ͗ᑁʑ᱿̳ᮢȯ
଼ඖϊᛤ܈:
add
⥿ઽبᛟԽ߱ሷહ∑ʑ
delete
⥿ઽד˫بሷઈઽبഺሷ᱿⥑હʑ⡕Ẽぜ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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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ઽبᄊ⩐߱ሷહ∑ʑờ᱿ઽبȯ
replace
⥿ઽ˩بሰ߱ሷહ∑ʑờ᱿ઽب
Example: <valDesc>must point to another
<valDesc>ൕㅱ྆נɺΤ᱿ⴚⱓʀ҅ᅠᔍ᱿Ҁ
<gi>align</gi> element logically preceding this
₪<gi>align</gi></valDesc>
one.</valDesc>
<valItem> (value definition ଼ඖϊહ∑)
ծؐ܈ɺ଼ඖ᱿ɺΤ଼ඖϊ⤟⥘דଃȯ
Module: tagdocs
Example: <valItem ident="dub"> <altIdent
xml:lang="fr">dou</altIdent>
<equiv name="unknown"/>
<gloss>dubious</gloss>
<desc>used whe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element is
doubtful or uncertain</desc> </valItem>

<valItem ident="dub"> <altIdent
xml:lang="fr">dou</altIdent>
<equiv name="unknown"/>
<gloss>dubiousņᤀ༴ဝ᱿Ň</gloss>
<desc>⳺ᮢᅠᤀᘍᷨહଃ⥿Ҁ₪᱿͐ᮢએᯝ
ᆹ</desc> </valItem>

<valList> (value list ଼ඖϊӬ⠧)
ծؐɺΤघΤҀ₪ valItemŊ˫હ∑ɺΤ଼ඖ͐רᮢ᱿଼ඖϊȯ
Module: tagdocs
Attributes:
mode
ᐻᆙ⥿ઽ߱بҢ͗ᑁʑ᱿̳ᮢȯ
଼ඖϊᛤ܈:
add
⥿ઽبᛟԽ߱ሷહ∑ʑ
delete
⥿ઽד˫بሷઈઽبഺሷ᱿⥑હʑ⡕Ẽぜ
change
⥿ઽبᄊ⩐߱ሷહ∑ʑờ᱿ઽب
replace
⥿ઽ˩بሰ߱ሷહ∑ʑờ᱿ઽب
type
ᐻᆙ⥿଼ඖϊӬ⠧᱿ೖଭඖȯ
଼ඖϊᛤ܈:
closed
Хѿ⥓ᐻᆙ᱿଼ඖϊȯ
semi
ሷᐻᆙ᱿଼ඖϊະ⥿ℋྃሷᄓř̟Ң˟଼ඖϊˇᣅᘍŊʈ͐ᮢ᱿Ⱆ㋤ଃᅠΩະ⥿ң
ሷ⳺ᯍ᱿രЈ⚠Ễȯ
open
ᐻᆙ᱿଼ඖϊХᣅᑂ଼ඖϊȯ
<valList type="closed"> <valItem ident="req">
Example: <valList type="closed"> <valItem
<gloss>ൕ⣬ඖ</gloss> </valItem>
ident="req"> <gloss>required</gloss> </valItem>
<valItem ident="mwa"> <gloss>mandatory when
<valItem ident="mwa"> <gloss>⳺ᯍᆹ˪ل
applicable</gloss> </valItem>
</gloss> </valItem>
<valItem ident="rec">
<valItem ident="rec"> <gloss>⩀ඖ</gloss>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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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ss>recommended</gloss> </valItem>
<valItem ident="rwa"> <gloss>recommended when
applicable</gloss> </valItem>
<valItem ident="opt"> <gloss>optional</gloss>
</valItem> </valList>

</valItem>
<valItem ident="rwa"> <gloss>⳺ᯍᆹ⩀
</gloss> </valItem>
<valItem ident="opt"> <gloss>ⴆႹඖ</gloss>
</valItem> </valList>

<vAlt> (Value alternation ሰဘϊ)
⠧ḻԼ⋱ϊ₳ῃ᱿ϊⵒӠ⫏⤻ŊծؐɺϊŊХҢʑɺΤവᣅሷᄓϊȯ
Module: iso-fs
Example:
<f name="gender"> <vAlt> <symbol
<f name="gender"> <vAlt> <symbol
value="masculine"/>
value="masculine"/>
<symbol value="neuter"/>
<symbol value="neuter"/>
<symbol value="feminine"/> </vAlt> </f>
<symbol value="feminine"/> </vAlt> </f>
<value> (value ඖ⫨ϊ)
ծؐɺΤඖ⫨ϊȮ଼ඖϊȮҢ˟Ӡኔϊȯ
Module: gaiji
Example: <value>unknown</value>

<value>ቍᵧ</value>

<variantEncoding>
ઽ߱بᐻ⥆ʃᦹʑ᱿⩐ᯌ㋤ᆹ͐ᮢ᱿ᅞᘍȯ
Module: header
Attributes:
method
྆ᆙᐻ⥆⩐ᯌ᱿ણ⠛ℶⱓ⥘⤟ᆹ͐ᮢ᱿ᅞᘍȯ
଼ඖϊᛤ܈:
location-referenced
ણ⠛ℶⱓ⥘⤟͐ᮢࡣḞᄽ˴ʑ⡕ᤫא᱿⠗ᄲҢ˟ᐻᤫאከᐉȯ
double-end-point
ણ⠛ℶⱓ⥘⤟྆ӛ⎞ࡣḞᄽ˴〦᱿׳ʙ㆛⬚আ⎞ታ᱿ᷨӡ̤⇦
parallel-segmentation
ᄽ˴ʑɺΤᕀ┛᱿घΤሰ˩⩊˫౹⠗ᅞೣاřʃト⣬ࡣḞᄽ˴
ocation
྆ӛ⥿ણ⠛ℶⱓ⥘⤟ӛ߱Ⳑ↲ᄽҙⵒҢकⵒȯ
଼ඖϊᛤ܈:
internal
ણ⠛ℶⱓ⥘⤟ӛ߱Ⳑ↲ᄽҙⵒ
external
ણ⠛ℶⱓ⥘⤟ӛ߱ࡣḞᄽ˴कⵒ
Example: <variantEncoding
<variantEncoding method="location-referenced"
method="location-referenced"
location="external"/>
location="external"/>
<vColl> (collection of values ϊゝ)
⠧ḻԼ⋱ϊ₳ῃ᱿ϊⵒӠ⫏⤻ŊծؐഐໞɺȮ∌ɺӬ⠧᱿⢒ϊ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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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iso-fs
Attributes:
org
⦦ᆙɺΤɺΤ˫ʀᵧϊ᱿ໞᆯɺȮ∌ȮӬ⠧ȯ
଼ඖϊᛤ܈:
set
྆ӛᵧϊᆯ˫ɺ᱿ഐೣໞȯ
bag
྆ӛᵧϊᆯ˫∌᱿ഐೣໞȯ
list
྆ӛᵧϊᆯ˫Ӭ⠧᱿ഐೣໞȯ
<f name="name"> <vColl> <string>Ꭻ⳧
Examples: <f name="name"> <vColl>
</string>
<string>Jean</string>
<string>Luc</string>
<string>ଅ㕻ॉ</string>
<string>Godard</string> </vColl> </f>
<string>ቦⒹว</string> </vColl> </f>
<fs> <f name="lex"> <symbol
<fs> <f name="lex"> <symbol
value="auxquels"/> </f>
value="auxquels"/> </f>
<f name="maf"> <vColl org="list"> <fs> <f
<f name="maf"> <vColl org="list"> <fs> <f
name="cat"> <symbol value="prep"/> </f>
name="cat"> <symbol value="prep"/> </f>
</fs>
</fs>
<fs> <f name="cat"> <symbol value="pronoun"/> <fs> <f name="cat"> <symbol
</f>
value="pronoun"/> </f>
<f name="kind"> <symbol value="rel"/> </f>
<f name="kind"> <symbol value="rel"/> </f>
<f name="num"> <symbol value="pl"/> </f>
<f name="num"> <symbol value="pl"/> </f>
<f name="gender"> <symbol value="masc"/>
<f name="gender"> <symbol value="masc"/>
</f> </fs> </vColl> </f> </fs>
</f> </fs> </vColl> </f> </fs>
<vDefault> (value default ㅷ⥑ϊ)
߱Լ⋱ᐉʃծؐҀ₪ f ˫ဏͧờ᱿ᗼʁŊઽ͐بᮢㅷ⥑ϊřᤀጻ˴くӼŊㅷ⥑ϊሳ⡕྆
ᆙᣅɺΤ (Ŋחᗉᅠծؐ᱿Ҁ₪ fDecl ʑ଼ඖ org ᱿଼ඖϊ) घΤҀ₪ fs ׆আϊřሷጻ˴
くӼŊԅ⡕྆ᆙᣅɺΤघΤҀ₪ ifřᤀ˶̬ㅷ⥑ϊȮᤀጻ˴ὪŊԅᮢ଼ඖϊ noneȯ
Module: declarefs
<view>
Ԯʑဎⲩ⤐᳷᳖ӷ᱿ᇓ⩽Ŋɺ⎷ʃծؐ˶̬ଃ⥾ҙૌȯ
Module: drama
<view><name>㈸҇ඎ</name>ら˟ॉҊӷ
Examples: <view><name>Max</name> joins his
Ἔⴗȯ
daughter at the window.
<hi>ジᖛ</hi> ༌߱˟⍰ʀ-- </view>
<hi>Rain</hi> sprays his face-- </view>
<view><camera>Max's POV</camera> He sees
<view><camera>㈸҇ඎ᱿⣶㔄</camera>
occasional windows open, and just across from his
˟᳖⣲ɺˀ༌᱿ἜŊ≟ଔ߱˟ҝଃㄇŊ
apartment house, a
ሷɺΤ
<hi>man</hi> opens the front door of a
<hi>ᮮઈ</hi> ᔌ༌㓚ࡩᲁ᱿ञȯ
brownstone--</view>
--</view>
<div type="shot"> <view>BBC World
<div type="shot"> <view>㈭ᛸ㏥Ӕ⠡⣶ש
symbol</view>
</view>
<sp> <speaker>Voice Over</speaker>
<p>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 tonight comes to you <sp> <speaker>ᅣᱺ</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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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from the Grillomat Snack Bar, Paignton.</p>
</sp> </div>
<div type="shot"> <view>Interior of a nasty snack
bar. Customers around, preferably real people.
Linkman sitting at one of the plastic tables.</view>
<sp> <speaker>Linkman</speaker>
<p>Hello to you live from the Grillomat Snack Bar.
</p> </sp> </div>

<p>2008 ռˊी⳥᱿⊊ᢜỆര֯૽Зӷ㈭
ᛸʪ㕻ŊໟΩሷሱᅘ᱿ࢍ૪ᗼ᳅Ⴉᅠ෨ȯ
</p> </sp> </div>
<div type="shot"> <view>㈭ᛸʪ㕻⠞ⳬȯ߈⚠
ᆯߣ⤐᱿∌᳷ȯ⥆≛Ἷ߱⊊ᢜЗ⭰ℬᅣȯ
</view>
<sp> <speaker>ʙྃː</speaker>
<p>ञ॑Ŋໟ߱߱㈭ᛸ᱿ʪ㕻ȯ </p>
</sp> </div>

<vLabel> (value label ϊᐻ )
⠧ḻԼ⋱ϊ₳ῃ᱿ϊⵒӠ⫏⤻ŊⳆㅮϊⵒӠ⫏⤻ӛ߱Լ⋱ᐉʑɺΤ˫ʀ᱿̤⇦ȯ
Module: iso-fs
Attributes:
name
ဏͧ⥿Ҡˉϊ᱿ờȯ(ɺΤ⨯Ӳờȯ)
Example: <fs> <f name="nominal"> <fs> <f
<fs> <f name="nominal"> <fs> <f
name="nm-num"> <vLabel name="L1"> <symbol
name="nm-num"> <vLabel name="L1"> <symbol
value="singular"/> </vLabel> </f> <!-- other
value="singular"/> </vLabel> </f> <!-- other
nominal features --></fs> </f>
nominal features --></fs> </f>
<f name="verbal"> <fs> <f name="vb-num">
<f name="verbal"> <fs> <f name="vb-num">
<vLabel name="L1"/> </f> </fs> <!-- other
<vLabel name="L1"/> </f> </fs> <!-- other
verbal features --></f> </fs>
verbal features --></f> </fs>
<vMerge> (Merged collection of values ͆᱿ϊゝ)
⠧ḻ᱿Լ⋱ϊᆯ૽ઈҀ₪ʑ᱿Լ⋱ϊ͆᱿ኞŊ͐ᮢ᱿ໞᅞᘍ଼߱ඖ org ʑᐻᆙȯ
Module: iso-fs
Attributes:
org
⦦ᆙԼ⋱ϊ͆᱿ኞᆯ˫ɺȮ∌ȮӬ⠧᱿ᅞೣໞȯ
଼ඖϊᛤ܈:
set
྆ӛኞϊᆯ˫ɺ᱿ഐೣໞȯ
bag
྆ӛኞϊᆯ˫∌᱿ഐೣໞȯ
list
྆ӛኞϊᆯ˫Ӭ⠧᱿ഐೣໞȯ
Example: <vMerge org="list"> <vColl org="set"> <vMerge org="list"> <vColl org="set"> <symbol
<symbol value="masculine"/>
value="masculine"/>
<symbol value="neuter"/>
<symbol value="neuter"/>
<symbol value="feminine"/> </vColl>
<symbol value="feminine"/> </vColl>
<symbol value="indeterminate"/> </vMerge>
<symbol value="indeterminate"/> </vMerge>
<vNot> (Value negation ᵡϊ)
⠧ḻ᱿Լ⋱ϊُҢҙૌʻᵡȯ
Module: iso-fs
Examples: <vNot> <symbol value="masculine"/>
</vNot>

<vNot> <symbol value="masculine"/> </v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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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name="mode"> <vNot> <vAlt> <symbol
value="infinitive"/>
<symbol value="participle"/> </vAlt> </vNot>
</f>

<f name="mode"> <vNot> <vAlt> <symbol
value="infinitive"/>
<symbol value="participle"/> </vAlt> </vNot>
</f>

<vocal> (Vocalized semi-lexical ᱹ⊖᱿֚⥱എ)
ᱹӛ⊖ㅠ̟ቍൕᆯ⥱എ᱿⥾⦝Ŋ͛ॖሷ⊖᱿ϟㅺȮ⥱എ᱿えະᾀȯ
Module: spoken
Attributes:
iterated
྆ӛ⥿⩽ᆯ؋⸅⢒ᱹᮝȯ
<vocal dur="PT12S"> <desc><ڈם؛/desc>
Example: <vocal dur="PT12S">
</vocal>
<desc>whistles</desc> </vocal>
<vocal iterated="true"> <desc>whistles
<vocal iterated="true"> <desc>ᅜᅜ↲↲߸؛
intermittently</desc> </vocal>
<ڈם/desc> </vocal>

<vRange> (value range Լ⋱ϊߣ)
હ∑ሷᄓԼ⋱ϊ᱿ߣŊ͐ᮢ fsȮvAltȮ׆আϊጁೣřɺΤሷᄓ᱿Լ⋱ϊൕㅱծؐ߱྆હߣʠ
ҙř f ծؐघΤϊ (଼᮫ඖ org ⦓)רŊԅᕓΤϊᲀൕㅱ˫ vRange ₗҘȯ
Module: declarefs
<w> (word ܈)
⠧ḻᄽᘍʀ (̟ቍൕᆯཾᘍʀ) હ∑᱿܈ȯ
Module: analysis
Attributes:
lemma
྆ӛ߱Ҥʑ⥿᱿⥱ጻഐೣȯ(˫Ⳑ↲᱿ʕ͗⠧ḻ⥿߱Ҥʑ̳ᣅ⥱ጻ᱿ཾᘍȯ)
<w type="Ւ⥱" lemma="hit">hitt<m type="
Example: <w type="verb" lemma="hit">hitt<m
type="suffix">ing</m></w>
ଜ">ing</m></w>
<watermark>
ծؐɺΤ⥱ŊဎⲩɺΤᙳᖛ֬ᆯㆩ̙ߧጊȯ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support> <p><material>Rag
paper</material> with
<watermark>anchor</watermark> watermark</p>
</support>

<support> <p><material>లួ₣
</material>ʀሷ
<watermark>㔄</watermark>ᖛ֬</p>
</support>

<when> (when ᆹ⿵㔄)
྆ӛɺΤᆹ⿵㔄Ŋଃ⃑ଃᅠɺᆹ⿵ⳖỄᐻ ⡹᱿Ң˟Ҁ₪ȯ
Module: linking
Attributes:
absolute
ဏͧɺΤ⃑ଃᆹ⿵ϊȯ(ᆹ⿵ͩרᐻጁೣ͗اŊᅠᐻㆊ⡹ℶᷪઽⵒبӠ྆હ᱿ഐ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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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ቍ᮫Ҁ₪ timeLine വӷᆹ⿵⤻⫏̤܈Ŋԅ߱ᔍ྆ᆙ଼ඖ interval ͐ᮢ᱿ᆹ⿵̤܈ȯ
଼ඖϊᛤ܈:
s
ấ
ms
ᕥấ
m
Ӡ
h
ᆹ
d
ᅺ
interval
྆ᆙᆹ⿵֒ᕀʑ᱿ᄲϊⵒ˷(ɺΤᔌᄲŊᆯ᧚ᔢϊ unknownȯ)
since
྆ӛɺΤᤫא㔄Ŋᮢ˫ᷨહሷҀ₪ when ᱿ᆹ⿵Ŋרᅠᤫא㔄᱿ᆹ⿵ҙԽҘ֒ᕀ≟חവȯ
(ະⳐӷɺΤҀ₪ timeline ⡹᱿נɺΤҀ₪ whenȯ)
Example: <when xml:id="TW3" interval="20"
<when xml:id="TW3" interval="20"
since="#w2"/>
since="#w2"/>
<width>
ᗺ┮⎞ሬ⋹ࠡ᳅᱿Ⱗℬ⸇ӛ᱿ᛵ⸇ϊ
Module: msdescription
Example: <width unit="in">4</width>

<width unit="in">4</width>

<wit>
׆ᄽ⩐ᯌʑŊ⠧ᆙᵧଃະᦹ᱿ɺΤघΤ֬⥆᱿Ӭ⠧ȯ
Module: textcrit
<rdg wit="#El #Hg">㊹</rdg>
Example: <rdg wit="#El #Hg">Experience</rdg>
<wit>Ellesmere, Hengwryt</wit>
<wit>ⵊ˒</wit>
<witDetail>
ⳖɺᔎဏͧɺΤ᧚ᔢଃະ᱿᧚ᔢᦹ⫏⤻ȯ
Module: textcrit
Attributes:
target
྆ӛᦹ₳ῃ⫏⤻ᤫא᱿ɺΤघΤଃະ᱿⨯ӲὪᷪȯ(ɺΤघΤଃະ᱿⨯ӲὪᷪȯ)
resp
⦦ᆙ⪭⪸ⲅ⨯ᦹ᱿ːڂȯ
(ɺΤ྆ᐻŊⳐӷᄽ˴ᐻㆊ⡹ઽب᱿⨯ӲὪᷪŊ⠧ḻ߱ᄽ˴ἼȮⱧ⻞ȮℶⱓȮℶᷪᾀኽᅞㄇ
᱿⪭⪸ːȯ)
wit
ᐻᆙ₳ῃ⫏⤻྆ᦹ᱿ɺΤघΤ֬⥆ȯ(ɺΤघΤ֬⥆᱿⨯ӲὪᷪȯ)
type
ᦹ᱿⫏⤻Ớㆩȯ(଼ඖϊרഺ˶̬⳺᱿⥘⤟Ӡㆩʑחവ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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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End>
྆ᆙダᄣᦹᄽ᱿ଜʑᔋȯ
Module: textcrit

<witList> (witness list ᦹӬ⠧)
ծؐɺ˷ሷᦹ᱿Ӭ⠧ŊⳆˀᦹ߱ણ⠛ℶⱓ⥘⤟ʑ᱿Ҁ₪ wit ଼ඖ wit ҙ྆ᆙȯ
Module: textcrit
<witness>
ծؐણ⠛ℶⱓ⥘⤟ʑ྆᱿܈ɺᦹဎⲩŊ᮫ɺΤ֬⥆ᤫא᱿ᦹӬ⠧ȯ
Module: textcrit
Attributes:
included
྆ӛڊˀҢ˟ᦹծ߱ᦹ∌ʑȯ
(ɺΤくહἇ⿵᱿₇Ӭ֬⥆řᕓΤ֬⥆ະ⎞ɺΤɺᦹὪŊʏ̳ᣅҀ₪ witness ⡹᱿଼ඖ
xml:id ᱿଼ඖϊŊⳇ̤ᅠᄽ˴ᐻㆊʑȯ)

<witStart>
྆ᆙダᄣᦹᄽ᱿Ὁ⸅ᅘআȯ
Module: textcrit

<writing> (ሬㄇᄽሬㄇᄽ)
߱⦦ם᱿⳧ỄʑŊ⤐ר≛⎞א᳖᱿ɺᕀሬㄇᄽȯ
Module: spoken
Attributes:
type
૽ሬㄇᄽӠㆩŊ͛ॖౡȮ⥆ʶኈᾀȯ
script
Ⳑӷᐻㆊʑ᱿ሬᲿ೧ᮢŊ˫રᄮဏͧ⥿ሬㄇᄽ᱿͗ಎợဎⲩȯ
(ൕㅱᆯ TEI ᐻㆊҙᐻᆙ᱿ሬᲿҀ₪᱿ሷᄓ⨯ӲὪᷪȯ)
gradual
྆ӛ⥿ሬㄇᄽᆯɺᓝҚⵒӛⳀᔎӛȯ

<xr> (cross-reference phrase ˅ʻ)ᤫא
ծؐɺ⥱ȮןઈȮߧ⩽Ŋᮢ˫ᤫאӷᄽʃᄽʑ᱿Ң˟̤⇦ȯ
Module: dictionaries
Attributes:
type
ᮢ⳺᱿Ӡㆩᅞᘍ྆ӛ˅ʻᤫא᱿Ớㆩȯ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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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ඖϊᛤ܈:
syn
ᮢ⳺᱿Ӡㆩᅞᘍ྆ӛ˅ʻᤫא᱿Ớㆩȯ
etym
⥱⫏⤻
cf
〦̙᱿⥱
illus
㋤ߧЭ
Examples: <entry> <form> <orth>lavage</orth>
</form>
<etym>[Fr. < <mentioned>laver</mentioned>; L.
<mentioned>lavare</mentioned>, to wash;
<xr>see <ref>lather</ref></xr>]. </etym>
</entry>
<entry> <form> <orth>lawful</orth> </form>
<xr type="syn">SYN. see <ref>legal</ref></xr>
</entry>

<entry> <form<orth>ᱴ</orth>/>
<etym>⥸Ōञ゜ŌゾឤŘ<mentioned>᱉
</mentioned>Ŋ᯼Ȯ͐ߔř
<xr>א⣲ <ref>ᱴ</ref></xr>ȯ </etym>
</entry>
<entry> <form> <orth>lawful</orth> </form>
<xr type="syn">⥱∑Ř⦼⣲
<ref>legal</ref></xr>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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