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史所檔案轉入聯合目錄分析 
中研院後設資料工作組  92/10/07 

 
 Service Provider錯誤分析 

 
例一： 

後設資料錄 
title  籌議歸化城等處開埠事并開放葫蘆島 (題名<件層次>)  

creator  國務院  (產生者<件層次>)  

date  12 (時間-起-月<件層次>) 

date  2   (時間-起-年<件層次>) 

date  民國  (時間-起-年號<件層次>) 

date  民國  (時間-起-朝代<件層次>) 

1. 請檢查年號是否包含「民國」 
2. 若是，呈現方式為： 
「date: 民國民國 2年 12月」易於混
淆。 

建議：當[朝代]為民國時，[年號]則無須著
錄。請主題計劃再確認。 

 

type  函  (資料型式<件層次>)  

format  6  (頁數<件層次>)  

identifier  03-17-002-01-004  (館藏號<件層次>)  

language  中  (語文<件層次>)  

coverage  1912-1928  (時間-年代<全宗層次>) 

coverage  民國  (時間-朝代<全宗層次>) 

Coverage 指資料內容所指涉或包含的時
間，轉出資料若以件為主，則應指該件檔

案內容涵蓋時間，取用全宗層次之時間作

為 coverage，並不妥當。 

連結至原始資料提供者 回到目錄清單   (表一) 
Link (此為系統連結錯誤) 

 

館藏號 03-17-002-01-004 
全宗 03  
系列 17  
宗名 東北及內外蒙  
冊名 歸化、張家口、多倫諾爾、赤峰、洮南、龍口、葫蘆島、遼源等八處開埠案  
題名 籌議歸化城等處開埠事并開放葫蘆島  
產生者 國務院  
收文者 外交部  
職銜權威 國務總理  
人名權威 熊希齡  
時間（起） 民國 2年 12月  
時間（迄）  
資料型式 函  
語文 中  
版本 原檔  
頁數 6   
   《本網站內含各種形式資料之版權皆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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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後設資料錄 

title  
秦皇島預留地段建造碼頭餘地仍准

各國商人購買由  
(題名<件層次>)  

Creator  外務部  (產生者<件層次>)  

date  2  (時間-起-月<件層次>) 

date  25  (時間-起-年<件層次>) 

date  光緒  (時間-起-年號<件層次>) 

date  清朝  (時間-起-朝代<件層次>) 

date  26  (時間-起-日<件層次>) 

1. 呈現方式為： 
「Date：清朝光緒 25
年 2月 26日」 

 

type  照會  (資料型式<件層次>)  

Format  7  (頁數<件層次>)  

identifier  03-17-001-01-011  (館藏號<件層次>)  

language  中  (語文<件層次>)  

coverage  1912-1928  (時間-年代<全宗層次>)  

coverage  民國 (時間-朝代<全宗層次>)  

連結至原始資料提供者 回到目錄清單 

Link(此為系統連結錯誤) 
 
館藏號 03-17-002-01-004 
全宗 03  
系列 17  
宗名 東北及內外蒙  
冊名 歸化、張家口、多倫諾爾、赤峰、洮南、龍口、葫蘆島、遼源等八處開埠案  
題名 籌議歸化城等處開埠事并開放葫蘆島  
產生者 國務院  
收文者 外交部  
職銜權威 國務總理  
人名權威 熊希齡  
時間（起） 民國 2年 12月  
時間（迄）  
資料型式 函  
語文 中  
版本 原檔  
頁數 6   
   《本網站內含各種形式資料之版權皆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有》 

 
 
 
 
 
 
 

 2 



例三： 

後設資料錄 
title  封面及目錄  

format  5  

identifier  03-17-010-01-000  

coverage  1912-1928  

coverage  民國 

轉出資料以「件」為主，然近史所外交檔案中，「卷」

包含封面、目錄及收錄之相關文件，除各相關文件

件檔之外，封面與目錄也建立一筆資料，因此在轉

出資料中，也包含了「封面及目錄」。 
但「封面及目錄」並非實際檔案，因此資料轉出時，

應將這類資料(即「封面及目錄」)篩掉。 

連結至原始資料提供者 回到目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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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目錄問卷分析 
 

Dublin Core MAAT建議 確認 請主題計畫在此
打ˇ 分析 實際轉檔將可包含

以下資料 
標題 Title 題名<件層次> ˇ 可正確轉出 ˇ 
著作者 Creator 產生者<件層次> ˇ 可正確轉出 ˇ 
主題 Subject   無對應欄位  
描述 Description 描述<件層次> ˇ 有對應欄位，但無實際著

錄資料。當欄位為空值

時，不轉檔。 

 

出版者 Publisher   無對應欄位  
貢獻者 Contributor  處理資訊-著錄者<件

層次> 
計畫內部管理資訊不建議

轉出。 
 

時間-起-朝代<件層次> ˇ 
時間-起-年號<件層次> ˇ 
時間-起-年<件層次> ˇ 
時間-起-閏<件層次> ˇ 
時間-起-月<件層次> ˇ 
時間-起-日<件層次> ˇ 

ˇ 
 

時間-迄-朝代<件層次> ˇ 
時間-迄-年號<件層次> ˇ 
時間-迄-年<件層次> ˇ 
時間-迄-閏<件層次> ˇ 
時間-迄-月<件層次> ˇ 

日期 Date 

時間-迄-日<件層次> ˇ 

1. 「件」層次大部分僅著
錄到「時間-起」，而無
「時間-迄」。當欄位為
空值時，不轉檔。 

2. 當 xml轉出時，以「朝
代年號年閏月日」格式

在網頁呈現。 
 
 

 

類型 Type 資料型式<件層次> ˇ 可正確轉出 ˇ 
格式 Format 頁數<件層次> ˇ 可正確轉出 ˇ 
識別 Identifier 館藏號<件層次> ˇ 可正確轉出 ˇ 
來源 Source  參考資源<卷層次> 「參考資源」不符合「來

源」的定義 
 

語言 Language 語文<件層次> ˇ 可正確轉出 ˇ 
關聯 Relation 影像檔<件層次> ˇ 已另行請各計畫提供小

圖，因此「影像檔」不需

再做一次對應。 

 

範圍 Coverage 地名權威控制<卷層次> 時間-朝代<全宗層次> 
時間-年代<全宗層次> 

1. Coverage指資料內容所
指涉或包含的時間，轉出

資料若以件為主，則應指

該件檔案內容涵蓋時

間，取用全宗層次之時間

作為 coverage，並不妥
當。 

2. 卷層次所包含之地名權
威控制資料值，並不一定

皆會出現在所屬各件

中，故不宜比對至

coverage。 
3. 本欄無適當欄位可供
對應。 

 
 

權限 Rights 版權<全宗層次> ˇ 有對應欄位，但無實際著

錄資料。 
本欄可由系統來設定為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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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實際轉檔之資料呈現 

 
Dublin Core MAAT建議 

標題 Title 題名<件層次> 
著作者 Creator 產生者<件層次> 

時間-起-朝代<件層次> 
時間-起-年號<件層次> 
時間-起-年<件層次> 
時間-起-閏<件層次> 
時間-起-月<件層次> 

日期 Date 

時間-起-日<件層次> 
類型 Type 資料型式<件層次> 
格式 Format 頁數<件層次> 
識別 Identifier 館藏號<件層次> 
語言 Language 語文<件層次> 
權限 Rights 由系統設定 

(表二) 
 
 主題計畫應提供以下資料(如下表三) 

1. 提供測試資料 50筆：應包含資料之 Title、Identifier 
2. 每筆資料之對應小圖：檔名或 URL 

Title Identifier 小圖 
   
   

(表三) 
 
 主題計畫提供測試資料時應注意事項 

1. 先以「件層次」為測試資料篩選對象。 
2. 測試資料之篩選，需注意每筆資料中有著錄的欄位能盡量滿足上表二中
所列的轉出欄位，以避免欄位是空值，無資料可供轉出。 

3. 「封面及目錄」非實際檔案，建議不選作為測試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