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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統文物與珍貴史料數位建置計畫─國家歷史資料庫」後設資料欄位及範例 

後設資料工作組依據「總統文物與珍貴史料數位建置計畫─國家歷史資料庫」

2010-10-19、2010-10-28 與 2010-11-12 提供的欄位及範例，整理出欄位及範例表共 4

筆。其中，「檔案全文」此表之欄位名稱及資料內容包含計畫所提供的 Excel 檔與「國

家歷史資料庫」網站之欄位名稱(以底線標示)及其內容；「專書全文」則為 XML 檔之

欄位名稱及其內容，請見表一及表二。由於「專書全文」的 XML 檔之欄位名稱已是

Dublin Core 之欄位名稱，故即以此表示。 

 

表一、總統文物與珍貴史料數位建置計畫─國家歷史資料庫－檔案全文資料庫欄位及

範例表 

欄位名稱 範例一 範例二 

題名 商震電蔣中正續報日本對和約之觀點 駐日大使館張厲生函請外交部長

沈昌煥指示關於我國建立電視電

臺之事 

時間-起 19470611 19610116 

產生者 商震 張厲生 

館藏號 9010104101001002 9010402101001001 

資料類型 公文 函箋 

主題或關

鍵詞 

中日和約；雅爾達密約；波茨坦宣言；聯合

國；託管 

多元的民間日常生活；東芝公司

版權聲明 國史館 國史館 

出處 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戡亂時期－對

日議和 

外交部─中日合作在臺籌建電視

臺 

原檔編號 002020400053002 172-8/0964 

參考/引用

文獻 

- 中日合作在臺籌建電視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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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名稱 範例一 範例二 

全文內容 三、日本對和約之觀點續報  

    關於日本對和約之觀點，頃續查悉如次：

  （一）鈞電所示內容，係日外務省條約

局所擬，關於和約意見書圖表，省內傳閱過

程中被漏洩，首為我中央社所獲悉，經詳電

告南京總社，又法國新聞社普羅君，與外務

省某職員向有聯繫，故獲悉亦較早。  

 

  （二）上述意見書，據稱去年十一月完

成初稿，後根據盟國對意和約加以修正，於

本年二月完成，近稿內確表示日方之觀點及

希望，此外聞尚擬就若干專門文件，憑作根

據。  

 

  （三）吉田老成持重，未敢提出，經職

團向各通訊社面詢，均答吉田並無通知盟軍

總司令部之事，似較可信。  

 

   （四）蘆田外相，於五日向記者談話，

關於領土部分，根據上述吉田意見書，實為

日方富有試探性之表示，因各方反響不佳，

灰日復作解釋要點：（甲）沖繩島在甲午戰

前德川時代，即為日本所有；（乙）千島部

分，係雅爾達密約所規定者，日本僅接到波

茨坦宣言，是該日人領土，尚屬未定。  

 

  （五）對臺灣取得移民權事，若干方面，

均稱無此主張，但據法記者普羅稱：渠確在

該省閱及此項有關文件，日來此間新聞界，

尚在口傳日本在簽訂和約及加入聯合國後擬

要求臺灣由聯合國託治，並企圖參加託治云。

 

    判斷或擬辦：擬抄交外交國防兩部參

考。商團長查報日本對於和約之觀點，於本

月十一日列呈鈞閱。謹註。 

 

批示：如擬。 

    中日合作在臺籌建電視臺案

昌煥部長吾兄勛鑑：關於正力上

總統書，建議助我建立彩色電視

電臺事，一月十二日日交 字第一

一三號函計達。川島正次郎氏於

一月九日來訪時曾談及此問題，

謂渠晉謁 總統時，會面陳此事，

總統對正力提議，深為嘉許，詳

細當經由外交途徑進行云。其後

寺島隆太郎代表正力來訪，又催

詢此事。查關於我國建立電視電

臺事，魏景蒙、 劉啟光兩君會與

日方東芝公司交涉合作，其結果

如何；對正力提議，我政府方針

如何，均請 惠予指示，以便答覆

正力為禱。專此，敬頌。勛祺  

 

弟  張厲生謹啟 一月十八日 

 

    批示：(一)先查明魏劉兩君接

洽經過後擬復。  

    (二)行政院對此事並不主

張積極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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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總統文物與珍貴史料數位建置計畫─國家歷史資料庫－專書全文資料庫欄位及

範例表 

欄位名稱 範例三 範例四 

dc: title 資委會電請臺辦處查明臺碱與南華

公司債務情形 

東京盟總 Harrington 致美軍顧問團有關臺灣

礦業調查報告 

dc: identifier oai:Files_DRNH_AHD_90101072

01007001 

oai:Files_DRNH_AHD_90101052010

05001 

dc: subject 經濟重建；資源委員會；臺灣製碱公

司；臺灣銀行高雄辦事處；南華公

司；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美援；M.A.A.G.；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dc: publisher 國史館 國史館 

dc: date 19461213 19510926 

dc: type 專書全文 專書全文 

dc: coverage 高雄 Japan；Keelung；Taipei；Australia；

Chin-kua-shih ； Shui Feng ；

Kaohsiung 

dc: rights 國史館 國史館 

dc: creator 資源委員會 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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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名稱 範例三 範例四 

dc: 

description 

資委會 代電資京（35）業字第九一

四九號民國三十五年十二月十三日

臺灣辦事處覽：案據臺灣製碱公司第

一四八○號代電略為：南華公司未了

債務可否承認請核示等情，該項負債

應否由該公司償付及以往有無承認

負責清還之議，茲抄發原電一件，希

即查明核議具報。資源委員會（亥）

（元）。附抄原電乙件。 附件：原

代電資源委員會鈞鑒：准臺灣銀行高

雄分行三十五年十一月二十一日高

貸字第三六○號函以「前臺灣銀行高

雄辦事處於八月七日曾以高辦字第

十五號函請貴公司將接收之南華公

司前向該處貸借尚未清還之借款十

五萬元承認繼續負責清還，惟迄今多

月未見照辦。查該處奉令業於本月一

日併入敝行該項債務未能解決整理

殊感不便，相應函達務祈從速來行處

理以符手續為荷」等由，查該南華公

司僅係前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內附屬修理工場，原為虛張旗幟並無

實際資本，況係設立於日本投降之後

顯非合法組織，該項債務臺幣十五萬

元自未便由本公司承認，除函復俟本

公司請示後再行辦理外，是否得不予

承認之處，謹特電請鑒核示遵。臺灣

製碱公司叩戌。 

September26, 1951, TO： M.A.A.G. FROM： J. F. 

Harrington, N.R.S., G.H.Q., S.C.A.P. SUBJECT： 

The Mineral Industry of Formosa in 1951 Scope 

and Purpose of Report   This report is for the 

purpose of estimating the present （ 1951 ） 

condition of the Formosan Mineral Industry, its 

potentialities, and general recommendations 

for developing this potential. It is not an 

exhaustive or comprehensive report and there 

may be errors in estimated production. The 

material herein recorded is based upon a three 

weeks investigation that permitted only hasty 

mine examinations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posits and plant installations. The 

writer is much indebted to General Chase, 

MAAG personnel, and to P. C. Emrath of 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for 

whole-hearted cooperation and detailed facts. 

General   Formosa has substantial reserves 

of coal, limeston, pyrite, copper and gold, all 

these can be produced in exportable quantities. 

Some cement manufactured from limestone 

has been exported recently but the other 

minerals are not produced in sufficient 

quantity to satisfy local demands. An 

aluminium plant operates on imported bauxite 

to produce about 3,000 tons per year. Besides 

the minerals mentioned above, there are lesser 

known reserves of many other minerals such 

as Sulfur, Asbestos, Petroleum, Clay and 

Manganese. The Japanese extracted these 

minerals in minor amounts but of these 

minerals only……. A great length of time 

or more personnel will be necessary 

to correct existing difficiencies in 

Formosa's mineral industry. ─經建會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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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名稱 範例三 範例四 

dc: 

description 

國史館 國史館 

dc: 

description 

館內出版品 館內出版品 

dc: 

contributor 

- J. F. Harrington 

dc: language 中文 英文 

 

 

二、匯出聯合目錄對照 
 

此匯出聯合目錄對照表供系統開發人員在開發 XML 資料匯入匯出功能時參考。
DC 欄位標示灰底者為轉出之必填欄位（資料識別、題名、主題與關鍵字、出版者、
格式、管理權），以確保轉出目錄之品質。此外，因聯合目錄依採用 Simple DC，故
對照時不匯入修飾詞，僅匯入至該元素。若匯入時有多對一欄位時，則以斷行方式區
隔。本對照係依據“One-to-One Principle”為原則，以「檔案全文」、及「專書全文」原
件為描述主體，其對照表請見表三及表四。 
 

表三、聯合目錄對照表-轉出欄位範例一 

DC 總統文物與珍

貴史料數位建

置計畫─國家

歷史資料庫─

檔案全文 

系統轉出資料規

範 

轉出欄位範例二 

題名 Title 題名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 

駐日大使館張厲生函請外

交部長沈昌煥指示關於我

國建立電視電臺之事 

著作者 Creator 產生者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 

張厲生 

主題與關鍵字

Subject & 

Keyword 

主題或關鍵詞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每一組之間以

「、」間隔。1 

多元的民間日常生活、東

芝公司 

                                                 
1 此計畫之著錄規範是以「；」區隔每項資料內容，後設資料工作組建議統一與聯合目錄標點符號一

致，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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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總統文物與珍

貴史料數位建

置計畫─國家

歷史資料庫─

檔案全文 

系統轉出資料規

範 

轉出欄位範例二 

描述 Description 全文內容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 

   中日合作在臺籌建電

視臺案昌煥部長吾兄勛

鑑：關於正力上總統書，

建議助我建立彩色電視電

臺事，一月十二日日交 字

第一一三號函計達。川島

正次郎氏於一月九日來訪

時曾談及此問題，謂渠晉

謁 總統時，會面陳此事，

總統對正力提議，深為嘉

許，詳細當經由外交途徑

進行云。其後寺島隆太郎

代表正力來訪，又催詢此

事。查關於我國建立電視

電臺事，魏景蒙、 劉啟光

兩君會與日方東芝公司交

涉合作，其結果如何；對

正力提議，我政府方針如

何，均請 惠予指示，以便

答覆正力為禱。專此，敬

頌。勛祺  

 

弟  張厲生謹啟 一月

十八日  

 

    批示：(一)先查明魏

劉兩君接洽經過後擬復。 

    (二)行政院對此事

並不主張積極進行。 

出版者

Publisher 

- 請以預設值轉出

「數位化執行單

位：總統文物與珍

貴史料數位建置

計畫─國家歷史

數位化執行單位：總統文

物與珍貴史料數位建置計

畫─國家歷史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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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總統文物與珍

貴史料數位建

置計畫─國家

歷史資料庫─

檔案全文 

系統轉出資料規

範 

轉出欄位範例二 

資料庫」。 

貢獻者

Contributor 

- - - 

日期 Date 時間-起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以

「yyyy-mm-dd」

形式呈現。。2 

1961-01-16 

資料類型 Type - 請以預設值轉出

「型式：文字」。3

型式：文字 

資料類型：函箋 

資料類型 請一起轉出欄位

名稱，「資料類

型：xxx」轉出資

料值。 

 以上兩項以斷行

區隔。 

格式 Format - 請以預設值轉出

「材質：紙」。 

材質：紙 

資料識別

Identifier 

館藏號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 

9010402101001001 

語言 Language - -  - 

來源 Source 原檔編號 請一起轉出欄位

名稱，「原檔編

號：xxx」轉出。

原檔編號：172-8/0964 

涵蓋範圍 

Coverage 

- - - 

關聯 Relation 參考/引用文

獻 

請一起轉出欄位

名稱，以「參考/

引用文獻：XXX」

呈現。  

參考/引用文獻：中日合作

在臺籌建電視臺案 

出處：外交部─中日合作

在臺籌建電視臺 

                                                 
2 後設資料工作組建議西元日期統一使用 ISO8601 格式(yyyy-mm-dd)進行著錄。 
3 後設資料工作組建議採用 DCMI Type 詞彙，因藏品為公文，故預設值匯入「文字」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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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總統文物與珍

貴史料數位建

置計畫─國家

歷史資料庫─

檔案全文 

系統轉出資料規

範 

轉出欄位範例二 

出處 請一起轉出欄位

名稱，以「出處：

XXX」呈現。 

 

 以上兩項以斷行

區隔。 

管理權 Rights 版權聲明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 

國史館 

 

 

表四、聯合目錄對照表-轉出欄位範例四 

DC 總統文物與珍

貴史料數位建

置計畫─國家

歷史資料庫─

專書全文 

系統轉出資料規

範 

轉出欄位範例四 

題名 Title dc:title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 

東京盟總Harrington致美軍

顧問團有關臺灣礦業調查報告

著作者 Creator dc:creator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 

國史館 

主題與關鍵字

Subject & 

Keyword 

dc:subject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每一組之間以

「、」間隔。4 

美援、M.A.A.G. 、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描述 Description dc:description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段與段之間空

一行。 

September26, 1951, TO： 

M.A.A.G. FROM： J. F. 

Harrington, N.R.S., G.H.Q., 

S.C.A.P. SUBJECT： The 

Mineral Industry of Formosa 

in 1951 Scope and Purpose of 

Report   This report is for 

the purpose of estimating the 

present （1951） condition of 

the Formosan Mineral 

                                                 
4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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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總統文物與珍

貴史料數位建

置計畫─國家

歷史資料庫─

專書全文 

系統轉出資料規

範 

轉出欄位範例四 

Industry, its potentialities, 

and general 

recommendations for 

developing this potential. It is 

not an exhaustive or 

comprehensive report and 

there may be errors in 

estimated production. The 

material herein recorded is 

based upon a three weeks 

investigation that permitted 

only hasty mine examinations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posits and plant 

installations. The writer is 

much indebted to General 

Chase, MAAG personnel, and 

to P. C. Emrath of 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for 

whole-hearted cooperation 

and detailed facts. General  

Formosa has substantial 

reserves of coal, limeston, 

pyrite, copper and gold, all 

these can be produced in 

exportable quantities. Some 

cement manufactured from 

limestone has been exported 

recently but the other 

minerals are not produced in 

sufficient quantity to satisfy 

local demands. An aluminium 

plant operates on imported 

bauxite to produce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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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總統文物與珍

貴史料數位建

置計畫─國家

歷史資料庫─

專書全文 

系統轉出資料規

範 

轉出欄位範例四 

3,000 tons per year. Besides 

the minerals mentioned 

above, there are lesser known 

reserves of many other 

minerals such as Sulfur, 

Asbestos, Petroleum, Clay 

and Manganese. The 

Japanese extracted these 

minerals in minor amounts 

but of these minerals 

only……. A great length of 

time or more personnel 

will be necessary to 

correct existing 

difficiencies in 

Formosa's mineral 

industry. ─經建會檔 

出版者

Publisher 

- 請以預設值轉出

「數位化執行單

位：總統文物與珍

貴史料數位建置

計畫─國家歷史

資料庫」。 

數位化執行單位：總統文

物與珍貴史料數位建置計

畫─國家歷史資料庫 

貢獻者

Contributor 

dc:contributor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 

J. F. Harrington 

日期 Date dc:date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以

「yyyy-mm-dd」

形式呈現。5 

1951-09-26 

資料類型 Type - 請以預設值轉出

「型式：文字」。6

型式：文字 

資料類型：專書全文 

                                                 
5 同註 2 
6 後設資料工作組建議採用 DCMI Type 詞彙，因藏品為專書全文，故預設值匯入「文字」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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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總統文物與珍

貴史料數位建

置計畫─國家

歷史資料庫─

專書全文 

系統轉出資料規

範 

轉出欄位範例四 

dc:type 請一起轉出欄位

名稱，「資料類

型：xxx」轉出資

料值。 

以上兩項以斷行

區隔。 

格式 Format - 請以預設值轉出

「材質：紙」。 

材質：紙 

資料識別

Identifier 

dc:identifier 請只轉出識別碼
7。 

oai:Files_DRNH_AHD_9

010105201005001 

語言 Language dc:language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 

英文 

來源 Source - - - 

涵蓋範圍 

Coverage 

dc:coverage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8。 

Japan、Keelung、Taipei、

Australia、

Chin-kua-shih 、Shui 

Feng 、Kaohsiung 

關聯 Relation - - - 

管理權 Rights  請直接轉出資料

值。 

國史館 

（註 1：「總統文物與珍貴史料數位建置計畫─國家歷史資料庫-檔案及專書全文」應

提供每筆後設資料「連結到原始資料網站」的 URL，若原始欄位「連結網址」連線

正常時，可以用此欄位的 URL 匯入，但若此欄位之 URL 無法連線，計畫應另提供

URL） 

（註 2：「總統文物與珍貴史料數位建置計畫─國家歷史資料庫-檔案及專書全文」應

提供每筆後設資料之圖檔的 URL，若無法提供每個圖檔的 URL 以供聯合目錄連結，

可將圖檔連同 xml 方式匯入至聯合目錄） 

                                                 
7 系統轉出 XML 為「oai:Files_DRNH_AHD_9010105201005001」，建議只轉出識別碼

「9010105201005001」即可。 
8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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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匯出聯合目錄網頁樣式 
 

下列為資料對照至聯合目錄後，聯合目錄檢索結果之顯示版面。若無資料匯入的

欄位，聯合目錄則不會顯示，請見表五。 

表五、聯合目錄網頁範例 

商震電蔣中正續報日本對和約之觀點 
9 

後設資料 網站連結 

連結到原始資料（您即將開啟新視

窗離開本站） 

 

引用這筆典藏 

引用資訊 

 

 

引用連結 

 

 

著作者： 

商震 

主題與關鍵字： 

中日和約、雅爾達密約、波茨坦宣言、聯合

國、託管 

描述： 

三、日本對和約之觀點續報  

關於日本對和約之觀點，頃續查悉如次： 

 

（一）鈞電所示內容，係日外務省條約局所

擬，關於和約意見書圖表，省內傳閱過程中

被漏洩，首為我中央社所獲悉，經詳電告南

京總社，又法國新聞社普羅君，與外務省某

職員向有聯繫，故獲悉亦較早。  

 

（二）上述意見書，據稱去年十一月完成初

稿，後根據盟國對意和約加以修正，於本年

二月完成，近稿內確表示日方之觀點及希

望，此外聞尚擬就若干專門文件，憑作根

據。  

 

（三）吉田老成持重，未敢提出，經職團向

各通訊社面詢，均答吉田並無通知盟軍總司

令部之事，似較可信。  

 

（四）蘆田外相，於五日向記者談話，關於

領土部分，根據上述吉田意見書，實為日方

富有試探性之表示，因各方反響不佳，灰日

復作解釋要點：（甲）沖繩島在甲午戰前德

                                                 
9 由於此類藏品沒有圖片，故在此未呈現圖檔，以符合聯合目錄檢索結果之顯示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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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時代，即為日本所有；（乙）千島部分，

係雅爾達密約所規定者，日本僅接到波茨坦

宣言，是該日人領土，尚屬未定。  

 

（五）對臺灣取得移民權事，若干方面，均

稱無此主張，但據法記者普羅稱：渠確在該

省閱及此項有關文件，日來此間新聞界，尚

在口傳日本在簽訂和約及加入聯合國後擬

要求臺灣由聯合國託治，並企圖參加託治

云。 

 

判斷或擬辦：擬抄交外交國防兩部參考。商

團長查報日本對於和約之觀點，於本月十一

日列呈鈞閱。謹註。 

 

批示：如擬 

出版者： 

數位化執行單位：總統文物與珍貴史料數位

建置計畫─國家歷史資料庫 

日期： 

1947-06-11 

資料類型： 

型式：文字 

資料類型：公文 

格式： 

材質：紙 

來源： 

原檔編號：002020400053002 

資料識別： 

9010104101001002 

關聯： 

出處：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戡亂時

期－對日議和 

管理權： 

國史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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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日大使館張厲生函請外交部長沈昌煥指示關於我國建立電視電臺之事 
10 

後設資料 網站連結 

連結到原始資料（您即將開啟新

視窗離開本站） 

 

引用這筆典藏 

引用資訊 

 

 

引用連結 

 

 

著作者： 

張厲生 

主題與關鍵字： 

多元的民間日常生活、東芝公司 

描述： 

全文內容：昌煥部長吾兄勛鑑：關於正力上總

統書，建議助我建立彩色電視電臺事，一月十

二日日交 字第一一三號函計達。川島正次郎

氏於一月九日來訪時曾談及此問題，謂渠晉謁

總統時，會面陳此事， 總統對正力提議，深

為嘉許，詳細當經由外交途徑進行云。其後寺

島隆太郎代表正力來訪，又催詢此事。查關於

我國建立電視電臺事，魏景蒙、 劉啟光兩君

會與日方東芝公司交涉合作，其結果如何；對

正力提議，我政府方針如何，均請 惠予指示，

以便答覆正力為禱。專此，敬頌。勛祺  

 

弟  張厲生謹啟 一月十八日  

 

批示：(一)先查明魏劉兩君接洽經過後擬復。

    (二)行政院對此事並不主張積極進行。

出版者： 

數位化執行單位：總統文物與珍貴史料數位建

置計畫─國家歷史資料庫 

日期： 

1961-01-16 

資料類型： 

型式：文字 

資料類型：公文函箋 

格式： 

材質：紙 

來源： 

                                                 
10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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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檔編號：172-8/0964 

資料識別： 

9010402101001001 

關聯： 

參考/引用文獻：中日合作在臺籌建電視臺案

出處：外交部─中日合作在臺籌建電視臺 

語言： 

中文 

管理權： 

國史館 

 

 

 

資委會電請臺辦處查明臺碱與南華公司債務情形 
11 

後設資料 網站連結 

連結到原始資料（您即將開啟新視

窗離開本站） 

 

引用這筆典藏 

引用資訊 

 

 

引用連結 

 

 

著作者： 

國史館 

主題與關鍵字： 

經濟重建、資源委員會、臺灣製碱公司、臺

灣銀行高雄辦事處、南華公司、南日本化學

工業株式會社 

描述： 

資委會 代電資京（35）業字第九一四九號

民國三十五年十二月十三日 臺灣辦事處

覽：案據臺灣製碱公司第一四八○號代電略

為：南華公司未了債務可否承認請核示等

情，該項負債應否由該公司償付及以往有無

承認負責清還之議，茲抄發原電一件，希即

查明核議具報。資源委員會（亥）（元）。

附抄原電乙件。 附件：原代電資源委員會

鈞鑒：准臺灣銀行高雄分行三十五年十一月

二十一日高貸字第三六○號函以「前臺灣銀

行高雄辦事處於八月七日曾以高辦字第十

五號函請貴公司將接收之南華公司前向該

處貸借尚未清還之借款十五萬元承認繼續

                                                 
11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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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清還，惟迄今多月未見照辦。查該處奉

令業於本月一日併入敝行該項債務未能解

決整理殊感不便，相應函達務祈從速來行處

理以符手續為荷」等由，查該南華公司僅係

前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內附屬修理工

場，原為虛張旗幟並無實際資本，況係設立

於日本投降之後顯非合法組織，該項債務臺

幣十五萬元自未便由本公司承認，除函復俟

本公司請示後再行辦理外，是否得不予承認

之處，謹特電請鑒核示遵。臺灣製碱公司叩

戌。 

出版者： 

數位化執行單位：總統文物與珍貴史料數位

建置計畫─國家歷史資料庫 

日期： 

1946-12-13 

資料類型： 

型式：文字 

資料類型：專書全文 

格式： 

材質：紙 

涵蓋範圍： 

高雄 

資料識別： 

9010107201007001 

管理權： 

國史館 

 

 

東京盟總 Harrington 致美軍顧問團有關臺灣礦業調查報告 

12 

後設資料 網站連結 

連結到原始資料（您即將開啟新

視窗離開本站） 

 

著作者：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 

主題與關鍵字： 

                                                 
12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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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M.A.A.G. 、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引用這筆典藏 

引用資訊 

 

 

引用連結 

 

 

描述： 

September26, 1951, TO： M.A.A.G. FROM： J. F. Harrington, 

N.R.S., G.H.Q., S.C.A.P. SUBJECT： The Mineral Industry of 

Formosa in 1951 Scope and Purpose of Report   This report is 

for the purpose of estimating the present （1951） condition of the 

Formosan Mineral Industry, its potentialities, and general 

recommendations for developing this potential. It is not an 

exhaustive or comprehensive report and there may be errors in 

estimated production. The material herein recorded is based upon 

a three weeks investigation that permitted only hasty mine 

examinations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posits and plant 

installations. The writer is much indebted to General Chase, 

MAAG personnel, and to P. C. Emrath of 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for whole-hearted cooperation and detailed facts. 

General   Formosa has substantial reserves of coal, limeston, 

pyrite, copper and gold, all these can be produced in exportable 

quantities. Some cement manufactured from limestone has been 

exported recently but the other minerals are not produced in 

sufficient quantity to satisfy local demands. An aluminium plant 

operates on imported bauxite to produce about 3,000 tons per 

year. Besides the minerals mentioned above, there are lesser 

known reserves of many other minerals such as Sulfur, Asbestos, 

Petroleum, Clay and Manganese. The Japanese extracted these 

minerals in minor amounts but of these minerals only……. A 

great length of time or more personnel will be 

necessary to correct existing difficiencies in 

Formosa's mineral industry. ─經建會檔 
出版者： 

數位化執行單位：總統文物與珍貴史料數位建

置計畫─國家歷史資料庫 

貢獻者： 

J. F. Harrington 
日期： 

1951-09-26 

資料類型： 

型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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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類型：專書全文 

格式： 

材質：紙 

資料識別： 

9010105201005001 

語言： 

英文 

涵蓋範圍： 

Japan、Keelung、Taipei、Australia、Chin-kua-shih 、

Shui Feng 、Kaohsiung 
管理權： 

國史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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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ublin Core 對照 
 

DC 是由 The 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DCMI)所研發，為一組具簡單性、普
遍性、延展性、國際性的後設資料元素，用以描述廣泛的網路資源，作為跨學科領域
資源分享的交換格式。透過 DC 對照，不同典藏機構可以達到彼此交換、共享典藏品
資訊之目標。本對照表主要依據 2008 年發佈的 Dublin Core Metadata Element Set, 
Version 1.1，並依據”One-to-One Principle”為原則，以「檔案及專書全文原件」為描述
主體。本計畫後設資料與 Dublin Core 的對照詳見表六及表七，其中，「檔案全文」之
Dublin Core 對照表為表六，「專書全文」之 Dublin Core 對照表為表七。 

 
表六、「檔案全文」之 Dublin Core 對照表 

欄位名稱 Dublin Core 

題名 Title 

產生者 Creator 

主題或關鍵詞 Subject 

全文內容 Description 

時間-起 Date 

資料類型 Type 

館藏號 Identifier 

原檔編號 Source 

出處 Relation 

參考/引用文獻 Relation 

版權聲明 Rights 

- format 

- publisher 

 

 

表七、「專書全文」之 Dublin Core 對照表 

欄位名稱 Dublin Core 

dc:title Title 

dc:creator Creator 

dc:subject Subject 

dc:description 

Description 

- 13 

- 14 

dc:date Date 

dc:type Type 

dc:coverage Coverage 

                                                 
13 屬計畫內部資訊，故此處不轉出。 
14 XML 檔於「description」欄位名稱之資料值亦包括「館內出版品」，同註 13，亦不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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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名稱 Dublin Core 

dc:contributor contributor 

dc:language language 

dc:identifier Identifier 

dc:publisher - 15 

dc:rights Rights 

- format 

- publisher 

 

                                                 
15 此欄位已在出版項轉出數位化執行單位，故此處建議不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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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進度記錄 

 

時  間 事  項 

2010-10-18 「總統文物與珍貴史料數位建置計畫─國家歷史資料庫」計畫

線上審視同意條款、申請後設資料對照服務並提供分析用資

料。 

2010-10-19 提供「總統文物與珍貴史料數位建置計畫─國家歷史資料庫」

計畫申請服務通知信及授權同意書。 

2010-10-19 主題計畫提供相關研析資料及授權同意書給後設資料工作組。

2010-10-21 後設資料工作組通知主題計畫所提供的資料有問題，需重新提

供才能分析。 

後設資料工作組請聯合目錄小組協助計畫轉出資料。 

主題計畫提供新的轉出資料，以供分析。 

後設資料工作組請計畫補充欄位資訊，以利分析。 

2010-10-27 主題計畫重新提供後設資料範例給後設資料工作組。 

後設資料工作組建議將提供的資料類型區分出來，以利分析。

2010-10-28 主題計畫提供可分析之正確資料給後設資料工作組。 

2010-11-05 後設資料工作以 email組第一次提問分析問題。 

主題計畫以 email回覆本組問題。 

2010-11-09 後設資料工作以 email組第二  次提問分析問題。 

主題計畫以 email回覆本組問題。 

2010-11-10 後設資料工作組提供檔案全文之對照報告給「總統文物與珍貴

史料數位建置計畫─國家歷史資料庫」計畫確認。 

2010-11-12 主題計畫提供「專書全文」的 XML檔供本組研析對照。 

2010-11-18 主題計畫來電討論研析問題，並以 EMAIL回覆本組研析問題。

2010-12-06 後設資料工作組提供檔案及專書全文之對照報告給「總統文物

與珍貴史料數位建置計畫─國家歷史資料庫」計畫確認。 

2010-12-?? 後設資料工作組正式發布「總統文物與珍貴史料數位建置計畫

─國家歷史資料庫」計畫之後設資料對照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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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NS 國家標準都柏林核心集」與「聯合目錄都柏林核心集」欄位名稱比對 

 

CNS 國家標準都柏林核心集 聯合目錄都柏林核心集 

標題  題名 

創作者  著作者 

主題  主題與關鍵字 

描述 描述 

出版者 出版者 

貢獻者 貢獻者 

日期 日期 

型式 資料類型 

格式 格式 

識別碼 資料識別 

來源 來源 

語言 語言 

關聯 關聯 

涵蓋範圍 範圍 

權利 管理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