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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D 於善本方面著錄的應用狀況分析 

2002/07/30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後設資料工作組  

 

EAD 為國外主要用來處理檔案資料而發展的㆒個標準，善本手稿是社會重要

的文化資產，經我們發現國外乃有的將善本手稿資源歸為”檔案”㆒類並且有許多採

用 EAD 做善本資料的例子。 

於案例研析，我們發現國外針對善本手稿採用全宗式檔案的著錄角度切入，對

該筆資料做㆒深入而且詳細的介紹，很能反應該筆資料的層級與資料價值所在。於

MARC 部份，也著錄該筆全宗的書目資料，供讀者從線㆖目錄檢索到該筆全宗資

料，指引到 EAD 的著錄來，讓讀者從 EAD 的內容㆒窺整份文件的全貌。 

我們舉出 EAD 應用在善本手稿的例子，希望藉由 EAD 著錄的好處與特色，提

出來做為 MARC 著錄的㆒個延伸，補足 MARC 在著錄㆖沒有著錄到的㆞方。並希

望能貼切傅圖珍藏部份之需，提出此份參考。 
 

㆒、EAD 簡介 

茲就 EAD 在圖書館書目資料界的應用提出其精神： 
 可對全宗性的特藏/檔案做關連性且深入㆞描述其間資訊，例如：張學良全 

集（包含有其個㆟出刊品、書信、照片、手稿等）。套用 EAD DTD 架構，

能清楚規範出描述檔案/手稿內有哪些資料項與屬性，並以架構反應資料之

外在的層級（資料來源與整個編排狀況）與內容的層級（編檔㆟員對資料項

內容的描述）。 
 能保留描述資訊間的層級關係，全宗㆘分 Series I、Series II…等做細類分述，

使得㆘層資訊能繼承㆖層的資訊。 
 指引的動作能在同㆒層級資訊結構內移動，並提供導覽。 
 可支援某特定元素的檢索、索引。 
 EAD 的優點：  

 從檔案管理的角度發現 EAD 著重資料本質與㆟類的記憶，重視事件始末

描述(註 1)；故可方便㆞展現出歷史性的資料，如：善本古籍。 
 有些個㆟收藏或全集需要整部㆒起調閱才便㆒窺全貌，EAD 適舉全集整

個㆖㆘層關係的特性，明確呈現文件層級與次序。 
 元素參考規範 

(詳見附件㆒、附件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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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EAD 與 MARC 比較 
  

 舉康乃爾大學圖書館之 MARC 紀錄與 Finding aids 為例，做兩者之間比對： 

MARC EAD  
Tag 英文元素 著錄內容 英文元素 著錄內容 

標題項 100 Author/Cr
eator 
(作者) 

著錄作著名稱 
基本書目

資料 
版權 245 Title(標

題) 
著錄標題 

Title 
Page(標
題頁) 

聯絡資訊 

本頁列出標題項、基本書目資
料（典藏處、作(編)者、日期）
等資訊各案例彈性著錄。 

   Preface(前言) and 

Descriptive 
Summary(著錄摘

要) 

於「前言」對作者與此全宗概
述並做內容導讀，並列出整份
全宗描述項的摘要。 

   Biographical Note 
and 
Chronology(傳記

與年表) 

對本藏品本身作者有興趣者，
可先看㆒㆘該作者生平，從家
庭狀況背景到事蹟、成就以及
身份貢獻。 

300 Descriptio
n(稽核) 

30.0 cubic ft.   

856 Electronic 
Access(電
子檢索) 

指引到 EAD 的超連結 Information for 
Users(給使用者的

資訊) 

對此藏品感興趣的讀者可從
這裡㆘手，了解此份的入門
處。可看到複本資訊、本全宗
處理過程資訊、引文資訊等相
關資訊。 

   Restrictions on 
Access(檢索條件) 

檢索限制。 

520 Summary(
摘要) 

列出本全宗之摘要，有

像 EAD 在前言與描述

摘要的描述作用，但著

錄的內容不及 EAD 前

言的詳盡。 

Preface(前言)and 
Descriptive 
Summary(著錄摘

要) 

於「前言」對作者與此全宗概

述並做內容導讀，並列出整份

全宗描述項的摘要。 

 Call 
Number(
索書號) 

Archives 1-1-1   

 Status(該
館註解

號) 

各館狀況註解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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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s(附
註) 

指出「Finding aid」，用

附註再說明本記錄有

「Finding aid」 

  

   Provenance(出處

來源) 
於 Ezra Cornell Papers 典藏的
出處來源、過程和目前狀況做
解說。 

555 Finding 
Aids/Inde
xes(查檢

工具與索

引) 

指出「Guide available.」
表有指引至 Finding aids
的功能。 

Combined subject 
lists(索引)  

以字母為順序，分出主題索
引、㆞點索引、㆟物索引。 

600/610
/650/65
1 

Suject(主
題) 

列出主題，共 48 項，全

列在㆒起，而 EAD 的主

題有分㆞點、姓名、主

題㆔類。 

Subjects and 
Prominent 
Persons(主題和著

名/突顯㆟物) 

整理出此全宗的主題和著名
㆟士(清單)。主題方面有再分
姓名、主題、㆞點的分類，共
49 項。 

524 Cite 
As(引自) 

   

 Database(
資料庫) 

資料庫典藏處   

 Location(
典藏㆞) 

典藏在康大之 Kroch 
Library Rare & 
Manuscripts 部 

  

   Other on-line 
materials 
(其他線㆖資源) 

列出此館藏之其他電子資
源、照片資料、線㆖展示、電
子文件、線㆖指引等。 

   Collection 
Description 
(典藏描述) 

描述包括資料內容/類型、特質
和這些資料所意涵的意義性。 

   Series List 
(系列清單) 

列出以㆘細分的各系列清
單，方便㆒次瀏覽。 

   Series Descriptions 
and Container 
List(描述、清單) 

系列的內容描述與系列㆘各
項之清單。 

   on-line exhibit 
(線㆖展示) 

數位影像的展示，了解全宗的
內容以及可看到各數位的影
像檔。 

 
 分析： 

 MARC 描述書目性單㆒層級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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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D 層級由大到小皆有著錄，完整㆞描述到該全宗的內容並可讓㆟看出

其本藏品的特性、精要與其檔案分層級所代表出的意涵。 

 兩者之間的層級關係： 

 我們希望能從兩者之間探討出該著錄善本古籍類檔案時該元素有沒有重

疊涵蓋的內容關係，但檢視發現 MARC 與 EAD finding aids 的著錄內容並

沒有層級關係，只有 MARC 在附註項或多了指引至 finding aids 的超連結

項（著錄 Finding aids）；這樣連結關係，呈㆒水平面向。 

 

㆔、個案範例 
我們參考了耶魯大學、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 Duke 大學、康乃爾大學、

Rice 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個案研究，茲舉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個案為例，

將該筆記錄之 MARC 與 EAD 著錄內容詳列如㆘： 

I .採用 EAD 著錄善本的內容 
引 Ezra Cornell Papers, 1746-1888 為例（美國康乃爾大學圖書館的數位典藏）： 
    http://cidc.library.cornell.edu/CORNELL/ezraNav.htm  

 著錄內容： 
 

著錄項 翻 譯 主要內容 

Title Page 標題頁 本頁列出標題項、基本書目資料（典

藏處、編者、日期）、版權、聯絡等資

訊。  

Preface and 
Descriptive Summary 

前言與著錄摘要 於「前言」對這位 Ezra Cornell 做了生

平概述、身份、貢獻介紹，最後並列

出整份全宗欲描述的摘要。 

Biographical Note and 
Chronology 

小傳記與年表 如果對 Ezra Cornell 先生本身有興趣

者可至此看㆒㆘針對該㆟生平個㆟的

家庭狀況背景到事蹟、成就以及身份貢

獻。 

Collection Description 典藏描述 典藏包括的內容(資料類型)、特質和這

些資料所代表了的意義性。 

Provenance 出處來源 於 Ezra Cornell Papers 典藏的出處來

源、過程和目前狀況做的解說。 

Subjects and 
Prominent Persons 

主題和著名(突顯)㆟物 整理出此全宗的主題和著名㆟士(清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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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for Users 給使用者的資訊 感興趣的讀者可先從這裡㆘手，使用

者了解此分文件的初入門處。可看到

檢索限制、複本資訊、本全宗處理過

程資訊、引文資訊等。 

Related Materials 相關資源 其他㆒樣典藏在康乃爾大學善本手稿

特藏之相關館藏資源。 

Series List 系列清單 列出以㆘細分的各系列清單，方便㆒次

瀏覽內容。 

Series Descriptions 
and Container List 

 － 

Series I. Correspondence 
1746-1878 

Ezra Cornell 
Correspondence 

書信類(以時期分) 分出以㆘這些時期，描述介紹、

提供數位化的影像圖檔、其所強

調的㆟物、㆞點、主題、重要部

份和各時期之書信的件數：

1828-1845、1846-1847、1848-1850、

1851-1856、1857-1860、1861-1864、

1865-1866、1867-1868、…, etc. 

Series II. Letterbooks, 
Notebooks, Diaries 
(1841-1873) 

30 件 Ezra Cornell 與

朋友聯繫的日記與

手扎。 

列出本 Series II 的說明；Series 內容清

單，包括時間、件數、影像檔與各項目

的補充說明。 

Series III. Financial 
Records (1821-1874) 

個㆟財務記錄，包括抵

押證券、帳戶、在關於

電信方面設備與供應

交易狀況。 

提供本項目的描述介紹、內容清單和內

容件數。 

Series IV. Documents 
And Legal Papers 
(1831-1874) 

本項包含許多形式的

手寫文件如：契約、同

意書、小品、正式的法

㆟報告書、法律訴頌公

告、演講草稿、法院憑

據等。 

本項所含的形式很多，大致㆖多是

Cornel 先生在電信方面以及創辦康乃

爾大學、美國紐約州法令、其家㆟家的

事情況狀。 

Series V. Telegraph 
Material (1845-1914) 

電信(報)資料 關於小冊子、協會與同意書的文章、歷

史性文章、電報公債、報告書、電報公

債單據等內容的介紹，以及列關於這些

電信資料內容的清單。 

Series VI. Court 法院訴頌 有關於法律案件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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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edings 

Series VII. Estate 
Records 

㆞產 做了此項㆞產內容的介紹和㆞產資料

件數的統計。 

Series VIII Scrapbooks, 
Maps, Photographs, 
Clippings, and 
Genealogical 
Information, etc. 

剪貼、㆞圖、照片、剪

報、㆞理資訊等。 
本項資料的介紹、件數和內容列出清

單。 

附加說明項 － － 

Combined subject lists 
for all subject headings 
in Series I of  the Ezra 
Cornell Papers. 

索引 以字母為順序，分出主題索引、㆞點索

引、㆟物索引。 

An on-line exhibit: 
Invention and 
Enterprise: Ezra Cornell,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本藏品之展覽 數位影像的展示，可以由此專門網站在

很詳細㆞了解 Ezra Conrell 先生這些

全宗的內容以及可看到內容的數位

檔。網址在： 
http://rmc.library.cornell.edu/ezra-exhibit/en

trance.html 

An EAD encoded 
version of  this finding 
aid. 

EAD 版本說明 版本說明 

Other on-line materials 
from Cornell 
University's Division of  
Rare and Manuscript 
Collections. 

 列出此館藏之其他電子資源、照片資

料、線㆖展示、電子文件、線㆖指引等

資源。 

  著錄特色： 

 傳記和年代表元素－列出 Ezra Cornell 先生的傳記和生平年代表。 
 館藏描述元素－針對此份館藏所涵蓋到的學科範圍、特色，從館藏描述項

可以讓讀者從此份文件先做內容、意涵和貢獻者累積這些文件的記錄裡同

時看出其蹕路襤褸的過程以及㆒生累積這些資料所代表的價值。 
 於附加資訊提供了 Ezra Cornell papers 的主題索引/㆞名索引/㆟名索引、線

㆖作品展示(包括文件影像檔)以及其他善本特藏之線㆖數位檔。 
  著錄層級：全宗整個介紹與描述到各分門別類的系列(Series I~VIII)描述。



 7 

Series ㆘再依年代分 Items，並做出 Items 的簡述及數位影像檔資訊等的

提供。 
 
 

 
 

 
 

 

 

 

II. 同筆全宗之 MARC 著錄內容： 

著錄項 (簡編) 翻譯 著錄內容 

Database 資料庫典藏處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在康乃爾大

學圖書館） 

Author/Creator 作者 Cornell, Ezra, 1807-1874. 

Title 標題 Ezra Cornell papers, 1746-1888, 

Description 稽核 30.3 cubic ft. 

Electronic Access 電子檢索 Finding aid(指有 Finding aid，超連結功

能) 

Summary 摘要 本全宗之內容、出處與狀況 

Location 典藏㆞ Kroch Library Rare & Manuscripts(克朗

善本古籍圖書館) 

Call Number 索書號 Archives 1-1-1 

Status 說明 Box 97 c.1 In transit 07-25-02 

(詳編再加有㆘列項) 

Cite As 引自 Ezra Cornell papers, #1\1\1. Division of 
Rare and Manuscript Collec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引自 Ezra Cornell 
papers，自康大善本特藏) 

Notes 註釋 Finding aid(有 EAD) 

全 Series I 
Series II 

  Series III… 
  
宗 Series VIII  

Series III  Financial Records： 

Series Description 
Financial records include bills of sale, statements of accounts, …..the 
Cornell family. 

Series Content 
Financial records: October 1829 - November 1847    39 
Financial records: November 1847 - August 1848     40 
  ……. 



 8 

Finding 
Aids/Indexes 

EAD 與索引 Guide available.(有指引) 

Suject 主題 列出主題項 

 
 簡易書目資料：提供該筆資料庫來源、作者(貢獻者)、題名、稽核(很

簡要㆞著錄了 30.0 cubic ft.)、電子檢索(指引到 Finding aids 的超連

結)、摘要(描述蠻詳細的，佔了大部份的篇幅)、典藏㆞、索書號(檔
案號)、㆞位(Status-著錄著 Box 97c.1 In transit 03-12-02)。MARC 之格

式內容可見：康乃爾大學線㆖目錄查。

http://campusgw.library.cornell.edu/  
 詳編書目資料，與簡編書目資料㆒樣，再多：主題項；附註(附註出

有 Finding aids)項、引自和 Finding aids/Indexes(僅著明「有指引」(guide 
available))。 

 
㆕、分析建議 

 建議 
 於本探討可以發現 MARC 之著錄對象全集性質的善本手稿資源於描述

㆖多只能描述到書目資料的外在層級；於內容方面，我們建議可以加

入 EAD 著錄的精神，方便讀者㆒次檢索以窺得該份相關資料檔，如：

詩文全集(宗)、古代名㆟之作品集、生平手稿等類的特藏等皆可採如

EAD 此種著錄格式來描述。我們認同 EAD 是因為 EAD 能完整的表述

並且描述的很詳細，讓讀者在調閱此份全集時能由前言、使用時資訊、

摘要等㆒㆒研讀，增進了解珍藏與掌握精髓。 
 且於 MARC 部份，在附註項增述本全宗所細分的系列項目有哪些，並

且也要能提供可超連結的 Finding aids 欄位以供讀者進㆒步連到 EAD
的著錄內容。 

 
 需確認項目： 

 我們需要確認的是傅圖在善本手稿之館藏是否有類似這類集合性的資

源？若沒有的話，是否也能鑑於傅圖典藏的手稿善本資料，針對同㆒

系列作品集或是同㆒作者著錄的作品做整合的動作，以方便㆒筆全宗

式的記錄與讀者瀏覽？ 
 
五、註 釋 
註 1.檔案描述後設資料標準分析與介紹－以 EAD 為個案說明，陳亞寧，政大學術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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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 件 
附件㆒ EAD 元素架構表 
EAD DTD 2002 年 07 月 19 日 v.3 
  ＊表該元素其㆘包含有更多元素(元素清單)，請見元素清單對照表。 

<ead> 
<eadheader>EAD 標目 

<eaddid>EAD 識別 
<filedesc>檔案資料描述 

<titlestmt>題名敘述 
<titleproper>正題名＊   
<subtitle>副題名＊   
<author>作者＊   

 

<sponsor>贊助者＊   
<editionstmt>版本敘述 
 <edition>版本＊   
 <p>段落＊ 
<publicationstmt>出版敘述 

<address>聯絡方式 
 <addressline>通訊列＊   
<date>日期＊   
<num>號碼＊   
<p>段落＊ 

 

<publisher>出版者＊   
<seriesstmt>叢刊敘述 
 <num>號碼＊   
 <p>段落＊   
 <titleproper>正題名＊   
<notestmt>附註敘述 

 

 <note>附註＊   
<profiledesc>範圍描述 

<creation>檔案產生＊   
<langusage>語文別＊   

 

 <language>語言＊   
<revisiondesc>修訂描述 

<change>改變 
<date>日期＊  
<item>項目＊ 

<list>列出的型態 

 
 

 

 <defitem>定義狀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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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項目＊  
<label>標籤＊ 

<head>標題＊ 
<item>項目＊ 
<listhead>標題清單 

<head01>標題 01＊  

   

 
<head02>標題 02＊ 

<frontmatter>前言資訊 
<div>文字部分＊ 

 

 <div>文字部分＊ 
<titlepage>題名頁＊ 

<author>作者＊  
<bibseries>書目系列＊ 
<edition>版本＊ 
<publisher>出版者＊ 
<date>日期＊ 
<sponsor>贊助者＊ 
Titleproper 正題名＊ 

 

 

Subtitle 副題名＊ 
<archdesc>檔案描述 

<did>描述識別 
<head>標題＊ 
<abstract>摘要＊ 
<container>容器＊ 
<dao>數位檔案物件 
 <daodesc>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daogrp>數位檔案物件群組 

<daodesc>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daoloc>數位檔案物件位置 
 <daodesc>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extptrloc>延伸指標位置  
<extrefloc>延伸參考資料位置＊ 
<ptrloc>指標位置 

 

<refloc>參考資料位置＊ 
<note>附註＊ 
<origination>起源＊ 
<physdesc>實體描述＊ 

<dimensions>尺寸＊ 

 

 
 

 
<extent>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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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facet>實體面＊ 
<physloc>實體位置＊ 
<repository>陳列所＊ 
 <subarea>附屬區域＊  
<unitdate>單元日期＊ 
<unitid>單元識別＊ 

  

<unittitle>單元題名＊ 
<add>附屬描述資料 

<add>附屬描述資料＊ 
<address>聯絡方式 
 <addressline>通訊列＊ 
<blockquote>整段引文＊ 
<chronlist>年代表 

<chronitem>年代表項目 
<date>日期＊ 
<event>事件＊ 
<Eventgrp>事件群組 

 

 <Event>事件＊ 
<head>標題＊ 
<listhead>標題清單 

<head01>標題 01＊  

 

 
<head02>標題 02＊ 

<head>標題＊ 
<list>列出的型態 

<defitem>定義狀態項目 
<item>項目＊  
<label>標籤＊ 

<head>標題＊ 
<item>項目＊ 
<listhead>標題清單 

<head01>標題 01＊ 

 

 
<head02>標題 02＊ 

<bibliography>書目＊ 
<archref>檔案參考資料＊ 
<bibref>書目參考資料＊ 

 

<extref>延伸參考資料＊ 
<fileplan>檔案計畫＊ 
 <fileplan>檔案計畫＊ 

 

 

 

<index>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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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索引＊ 
<indexentry>索引款目＊ 
<listhead>標題清單 

<head01>標題 01＊ 

 

 
<head02>標題 02＊ 

<note>附註＊ 
<otherfindaid>其他檢索工具＊ 
 <otherfindaid>其他檢索工具 ＊ 
<p>段落＊ 
<relatedmaterial>其他相關資料＊ 
 <relatedmaterial>其他相關資料＊ 
<separatedmaterial>個別資料＊ 

 

 <separatedmaterial>個別資料＊ 
<table>表單 

<head>標題＊ 
 

 
<tgroup>表單群組＊ 

<admininfo>管理資訊＊ 
<accessrestrict>存取限制＊ 
<accruals>獲利＊ 
<acqinfo>獲得資訊＊ 
<altformavail>其他可取得形式＊ 
<appraisal>鑑定資訊＊ 
<custodhist>典藏歷史＊ 

 

 <acqinfo>獲得資訊＊ 
<note>附註＊ 
<p>段落＊ 
<prefercite>採用引證＊ 
<processinfo>處理資訊＊ 

 

<userestrict>使用限制＊ 
<arrangement>編排＊ 
 <arrangement>編排＊ 
<bioghist>傳記/歷史＊ 
 <bioghist>傳記/歷史＊ 
<controlaccess>控制查詢標題＊ 

<corpname>組織名＊ 
<famname>家族名＊ 
<function>功能＊ 
<genreform>類型特徵＊ 

 

 

 

<geogname>㆞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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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名稱＊ 
<occupation>職業＊ 
<persname>個㆟名＊ 
<subject>主題＊ 

 

<title>題名＊ 
<dao>數位檔案物件 
 <daodesc>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daogrp>數位檔案物件群組 

<daodesc>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daoloc>數位檔案物件位置 
 <daodesc>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extptrloc>延伸指標位置  
<extrefloc>延伸參考資料位置＊ 
<ptrloc>指標位置 

 

<refloc>參考資料位置＊ 
<note>附註＊ 
<odd>其他描述資料＊ 
 <odd>其他描述資料＊ 
<organization>結構＊ 
<scopecontent>範圍與內容＊ 

<arrangement>編排＊  
<scopecontent>範圍與內容＊ 

<runner>逐頁資訊＊ 
<dsc>附屬成分描述＊ 

<c01>第㆒層成分敘述＊ 
<drow>陳列列 
 <dentry>陳列款目＊ 
<head>標題＊ 
<thead>表單標題 

<row>表單列   
 <entry>表單款目＊ 

<did>描述識別＊ 
<add>附屬描述資料＊ 
<admininfo>管理資訊＊ 
<arrangement>編排＊ 
<bioghist>傳記/歷史＊ 
<controlaccess>控制查詢標題＊ 

  

 
 

<dao and daogrp>數位檔案物件/數位檔案物件群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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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附註＊ 
<odd>其他描述資料＊ 
<organization>結構＊ 
<scopecontent>範圍與內容＊ 
<dsc>附屬成分描述＊ 
<c02>第㆓層成分描述＊ 

<drow>陳列列 
 <dentry>陳列款目＊ 
<head>標題＊ 
<thead>表單標題 
 <row>表單列  
  <entry>表單款目＊ 
<did>描述識別＊ 
<add>附屬描述資料＊ 
<admininfo>管理資訊＊ 
<arrangement>編排＊ 
<bioghist>傳記/歷史＊ 
<controlaccess>控制查詢標題＊ 
<dao and daogrp>數位檔案物件/數位檔

案物件群組＊ 
<note>附註＊ 
<odd>其他描述資料＊ 
<organization>結構＊ 
<scopecontent>範圍與內容＊ 
<dsc>附屬成分描述＊ 
<c03>第㆓層成分描述＊ 

    

 

 以㆘皆同 
 
 
附件㆓【EAD 著錄範例】 
 縮寫<abbr> 
 定義:文字簡短形式的元素，包含首字母縮略字(如:IFLA)。 
範例 
<附註> 
<段落>  
<縮寫 完整記述="親筆簽名">ALS</縮寫>  
</段落> 
</附註>  
 
摘要<abstract>  
定義: 描述資料的簡短概述。主要用於編譯書目或歷史的資訊㆖，此資訊是關於創作者、刪節的範
圍、內容、管理的摘要陳述，或是其他有關典藏單元或其㆘單元的細節。  
   
範例 
 例 1 
<檔案描述 類型="館藏清單" 層級="sub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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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識別>  
<標題>紀錄總論</標題>  
<檔案館 標籤 ="檔案館:">明尼蘇達歷史學會</檔案館>  
<產生單位 標籤="產生者:">明尼蘇達. 漁獵部門</產生單位>  
<單元題名 標籤="題名:">漁獵法違例紀錄,<單元日期 標籤="日期:">1908-1928</單元日期>  
</單元題名>  
<摘要 標籤 ="摘要:">訴訟以及扣押由非法州立漁捕法所沒收的財產紀錄.</摘要>  
<實體描述 標籤="數量:">2.25 cu. ft. (在 3 個文件盒㆗有 7 冊、1 卷)</實體描述>  
<實體位置 標籤 ="㆞點:">盒子位置見詳細描述部分</實體位置>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案描述>  
 
 例 2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分析性概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層次="副系列"> 
<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寫實電影, </單元題名> 
<單元日期 類型="時期">1952-1964</單元日期> 
<實體描述><範圍>2.5 linear ft.</範圍></實體描述> 
<摘要 標籤="摘錄:">包含電影配樂,依電影題名字母排序, 以及㆒些相關對照, 依年代排列</摘要>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查檢限制<accessrestrict>  
定義：影響被描述資料檢索情形的相關資訊。 
範例 
例 1 
<行政資訊> 
[其他可元素或文字…] 
<查檢限制> 
<段落>此部分館藏無查檢限制</段落></查檢限制>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行政資訊> 
 
例 2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查檢限制> 
<段落>大學的檔案紀錄皆是公共紀錄，經完整處理開放供研究使用。為確保個㆟隱私，檔案包含私
㆟資訊部分會關閉。這些關閉的大學檔案會提示其遵照的法律</段落> 
</查檢限制>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行攻資訊> 
 
增加<accruals>  
定義：:關於描述資料的預先附加的資訊。可指出數量或週期（頻率）。 
範例 
例 1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增加> 
<段落>此藏品沒有更進㆒步增加的資訊</段落> 
</增加>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行政資訊> 
 
例 2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增加> 
<段落>每年六月會計年度由研發門轉移的該檔案記錄未再增加</段落> 



 16 

</增加>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行政資訊> 
 
採訪資訊<acqinfo>  
定義：描述資料的直接來源以及其被取得的情況。包含捐贈、交換、購買與存放。 
範例  
例 1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採訪資訊> 
<段落>此藏品由 Helen Ishtaba 女士於 1993 年捐贈給手稿館。贈與號﹕1993-034</段落></採訪資訊>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行政資訊> 
 
例 2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採訪資訊> 
<段落>轉落<團體名稱>國家公園服務部,</團體名稱><日期類型=”入藏”>1945</日期>入藏號<編號
類型=”45.22<編號></段落></採訪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行政資訊> 
 
例 3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採訪資訊></段落>此藏品(贈與號<編號類型=”贈與”>8338)</編號>捐贈者為<個㆟名稱 角色=”贈
與者”>法蘭西絲法洛</個㆟名稱>於 1995 年 3 月</段落></採訪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行政資訊> 
 
  附屬描述資料<add> 
定義：有助於在查詢工具㆗，描述資料使用的補充資料。包含附加的檢索工具如：索引、檔案計畫
以及其他的檢索工具，檢索工具㆗所描述的不同或相關資料的描述或清單。 
範例 
例 1 
<檔案描述 層級="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描述資料> 
<附註><段落>以㆘是 Dolores Kinder 所寫的童書完整題名清單依原始出版日期排列</段落></日期> 
<年時代列表> 
<標題>出版清單</標題> 
<標題清單> 
<標題 01>出版年</標題 01> 
<標題 02>書本標題</標題 02></標題清單> 
<年時代列表項目> 
<日期 類型="出版">1928</日期> 
<事件><題名 出版狀態="出版">快樂小羊</題名> </事件></年時代列表項目> 
<年時代列表項目> 
<日期 類型="出版">1931</日期> 
<事件><題名 出版狀態="出版">搖籃曲</題名> </事件></年時代列表項目>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年時代列表></附屬描述資料> 
</檔案描述>  
 
例 2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分析性概述”> 
<附屬成分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 標籤=”系列 1”>對照表</單元題名>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附屬描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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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補充資料描述</標題> 
<其他查詢工具><段落>對照表的卡片目錄,編輯者為<個㆟名稱 角色=”編輯者”>Sanford 
Archiviste</個㆟名稱>於<日期 類型=”編輯”>1958</日期>可於研究㆗心取得</段落></其他查詢工
具></附屬描述資料> 
<附屬成分 01>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附屬成分描述> 
  
 聯絡方式<address> 
定義：指出某物或某㆟位置，且可獲取的㆞點資訊。如：檔案館郵政㆞址、電子郵件㆞址以及電話
號碼等。 
範例 
例 1 
<出版敘述>  
<出版者><延伸指標 啟動="自動" 實體參考="ucseal" 顯示="嵌入">  
<標籤>The Bancroft 圖書館.</出版者>  
<聯絡方式><通訊列>加州大學, 柏克萊.</通訊列>  
<通訊列>柏克萊, 加州 94720-6000.</通訊列> 
<通訊列>Phone: 510/642-6481.</通訊列>  
<通訊列>Fax: 510/642-7589.</通訊列>  
<通訊列>Email: bancref@library.berkeley.edu.</通訊列>  
</聯絡方式>  
</出版敘述>     
 
例 2 
實體參考的範例，主要使用去提供出現在多元查詢工具㆗檔案館的名稱與㆞址資訊，透過宣告範例
1 ㆗所有的標籤與文字把<出版敘述>當成 hdr-cu-banc 實體, 然後可被當作是其他有效元素的內部需
求,如例 2。見 EAD 回溯應用指引以取得更多資訊<http://sunsite.berkeley.edu/amher/upguide.html>  
 
<!DOCTYPE EAD PUBLIC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DTD ead.dtd (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 (EAD) Version 1.0)//EN" [ 
<!ENTITY hdr-cu-banc PUBL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Bancroft Library//TEXT 
(eadheader: name and address)//EN" "hdrbanc.sgm"> 
<ead> 
<ead 標目>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描述> 
<題名敘述>[...]</題名敘述> 
<出版敘述>&hdr-cu-banc; 
<日期>©1997</日期> 
</出版敘述></檔描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ead 標目>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ead> 
 
通訊列<addeessline> 
定義：郵遞㆞址或其他通訊的項目。 
範例 
<出版描述> 
<出版者> 
<延伸指標 啟動(actuate)=”自動” 實體資訊=”uc 圖章” 呈現=”嵌入”> 
<換行>Bancroft 圖書館</出版者> 
<聯絡方式> 
<通訊列>加州柏克萊大學</通訊列> 
<通訊列>柏克萊，加州 94720-60000</通訊列> 
<通訊列>電話：510/642-6481 </通訊列> 
<通訊列>傳真：510/642-7589 </通訊列> 
<通訊列>電子郵件：bancref@library.berkeley.edu </通訊列> 
<聯絡方式> 
</出版描述> 
 
行政資訊<admininfo> 
定義：描述性背景資訊。以幫助查詢工具的讀者，了解如何取得檔案資料以及如何使用他們所找到
的相關資訊。包含採購來源、微縮或電子複製資料的取得、處理方法、引證、使用或複製的限 
制以及其他相關的行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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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例 1 
<檔案描述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行政資訊> 
<標題>館藏資料使用者資訊</標題> 
<查檢限制><段落>此館藏無查檢限制</段落></查檢限制> 
<使用者限制><段落>捐贈者要求至 2015 年才可複製此館藏的部分資料。若你希望取得系列 1﹕通
信的影像複製，請詢問檔案館㆟員。</段落><使用者限制> 
<採訪資訊><段落>此館藏由 Edgar Holden 於 1993 年捐贈給圖書手稿館。贈與號﹕1993-034</段落
><採訪資訊> 
<採用註解><段落>項目,盒子,Edgar Holden 文獻,Ishtaba 大學手稿圖書館</段落></採用註解> 
</行政資訊> 
<傳記/歷史>[…]</傳記/歷史>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檔案描述> 
 
例 2 
<附屬成分描述 類性=”分析性概述”> 
<成分描述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 標籤=”系列 1：”>㆒致的 
<單元日期 類別=”包含”>1928-1974</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實體描述><範圍>4.75linear feet</範圍></實體描述> 
</描述識別> 
<行政資訊><使用限制> 
<段落>通訊的某㆒檔案, 在案卷 14,在㆒件影印前需由捐贈者允許，請見在 Ishtaba 大學手稿圖書館
的相關參考文件以取得詳細資料</段落> 
</使用者限制 ></行政資訊>  
 <範圍與內容>[………]</範圍與內容>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成分描述>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附屬成分描述> 
 
其他可取得形式<altformavail>  
定義：描述資料的複本相關資訊，包含其他形式的類型、重要控制號、訂購的位置和來源。其他的
格式如微縮資料、影印或數位複製品。 
範例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其他可取得形式> 
<段落>此藏品已微縮成 3 捲微縮片<編號類型="微捲片 ">MF1993-034:1 to MF1993-034:3.</編號></段
落> 
<段落>研究者有意購買微捲複本，請與檔案館聯絡</段落> 
</其他可取得形式> 
</行政資訊> 
   
鑑定<appraisal> 
定義: 檔案價值判定過程的資訊。以檔案最近的行政用途、法定權利、財務用途；證據價值、資訊
價值；檔案編排、狀況及和其他檔案的關係為依據。 
範例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鑑定><段落>此藏品於 1992 年由檔案館再次鑑定，移除不具證據價值或資訊價值的資料以促住檔
案有效的利用。經鑑定後，從檔案㆗移除的資料清單列於指引後。<指標 啟動=”使用者” 顯示=”取
代”目標=”mss1982-062_add2”></段落> 
</鑑定>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行政資訊> 
 
檔案描述<archdesc>－必含 level 屬性 
定義：檔案單元主要結構項目的描述。描述了內容㆖㆘文檔案資料體的範圍。包含促進物件使用的
行政與補充資訊。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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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d 瀏覽者="外部" 相關編碼="MARC"> 
<標目 瀏覽者="內部" 查詢工具狀態="編輯-全文-草稿" 語言編碼="ISO 639-2">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ead 標目> 
<前面事項>[...]</前面事項> 
<檔案描述 語言資料="英文、法文" 層級="案卷">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行政資訊>[...]</行政資訊> 
<傳記歷史><[...]</傳記歷史> 
<範圍與內容>[...]</範圍與內容>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的描述 類型="聯合"> 
<c01 層級="系列">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c01> 
<c01 層級="系列">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c01> 
</附屬成分描述> 
</檔案描述> 
</ead> 
  
檔案描述群組<archdescgrp> 
定義：僅用於 EAD 文件類型定義(EAD DTD)㆗的 EAD 群組(<eadgrp>)的封包元素。摘錄描述於 EAD
文件內(包裹於<archdescgrp><dscgrp>)的檔案資料描述內容、脈絡、及範圍。 
 
無範例 
 
檔案參考資料<archref> 
定義:檔案描述資料，分散的持殊主題引用資料，或電子連結的參考元素。 
範例 
<附加描述資料> 
<個別資料> 
<標題>相關對照</標題> 
<段落>研究者應該附註在 Franklin Wigglethorpe 與 Nellie Forbush 間對照的重要部分。 除了此藏品所
收錄由 Mr. Wigglethorpe 寄給 Miss Forbush 之外，由 Miss Forbush 寫給 Mr. Wigglethorpe 的信也可在
Mainline 大學特藏圖書館㆗取得 </段落> 
<檔案參考資料> 
<產生單位><個㆟名稱>Wigglethorpe, Franklin.</個㆟名稱> 
</產生單位> 
<單元題名>Franklin Wigglethorpe 文獻, <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782-1809.</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單元識別>MSS 00143</單元識別> 
</檔案參考資料> 
<段落>可取得 Wigglethorpe 文獻的線㆖指引<延伸指標 啟動="使用者" 實體參考="mu-scl-00143" 顯
示="新"> 
</段落> 
</個別資料> 
</附屬描述資料>  
 
編排<arrangement> 
定義：描述的資料的歸檔順序，如內部架構的原則特性，或資料實質或邏輯的順序。包括按文字順
序的、按時間順序的、㆞理性的、來源任務的或其它。確認安置的型態可以提高研究者的檢索。 
範例 
<附屬成分描述 層次=”綜合”> 
<成分描述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範圍與內容>[……] </範圍與內容> 
<編排><段落>此系列的資料依字母順序編排，以典藏創作者的原始排版方式為依據。在系列結尾的
以年代排序的檔案是在處理過程㆗產生，包含不以此系列原始排序的部分重要項目</段落></編排> 
<成分描述 02 層次=”檔案”><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02>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2> 
</附屬成分描述> 
 
作者<author> －建議必備元素 
定義：編輯查詢工具內容的個㆟或團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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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檔描述> 
<題名敘述> 
<正題名>Edgar Holden 文獻, 
<日期 類型="時期">1978-1993</日期></正題名> 
<副題名>於 Ishtaba 大學文獻典藏清單</副題名> 
<作者>查詢工具由 Avery Thimble 處理</作者> 
</題名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描述> 
 
書目<Bibliography> 
定義：使用描述資料時，所依據、相關聯或有特殊價值之作品的引證。這些作品可以是書、文章、
電視節目、未出版的報告、網路節點、或其它形式的資訊。 
範例 
<附屬描述資料> 
<書目>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書目參考資料><個㆟名稱 角色="作者">Kinder, Dolores.</個㆟名稱> 
<題名 出版狀態="出版" 表示="斜體">搖籃曲.</ 題名> 
<出版事項說明> 
<㆞理名稱>紐約: </㆞理名稱> 
<出版者>Wells& Sons, </出版者> 
<日期 類型="出版">1931</日期> 
</出版事項說明> 
</書目參考資料> 
<書目參考資料> 
<個㆟名稱 角色="作者">Goldfarb, Charles.</個㆟名稱> 
<題名 出版狀態="出版" 表示="斜體"> SGML 手冊</題名> 
<出版事項說明> 
<㆞理名稱>牛津: </㆞理名稱> 
<出版者>Clarendon 出版社, </出版者> 
<日期 類型="出版">1990</日期> 
</出版事項說明> 
</書目參考資料>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書目> 
</附屬描述資料> 
   
   
 書目參考資料<bibref> 
定義：提供出版作品（如書、文章、論文、動畫、錄音資料）引用的資料，與電子連結的參考元素。 
範例 
例 1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段落>The Archibald MacLeish 報紙被描述在<書目參考資料><題名 樣式="斜體">國會圖書館的採
購:手稿部, 1982,</題名> p. 29.</書目參考資料> 
</段落> 
</行政資訊> 
例 2.  
<附屬成分描述> 
<書目資料>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書目參考資料> 
<個㆟名稱 角色=”作者”>Kinder,Dolores.</個㆟名稱> 
<題名 出版狀況=”出版”>搖籃曲</題名> 
<出版事項說明><㆞理名稱>紐約﹕</㆞理名稱><出版者>Wells &sons,</出版者><日期 類型=”出
版”>1931</日期></出版事項說明> 
</書目參資料>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書目資料> 
</附屬成分描述> 
 
書目系列<bib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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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圖書、編目查詢工具、或其他已刊行出版品、出版系列的資訊。參照至手稿系列，非檔案系
列。 
 
無範例 
 
傳記/歷史<bioghist> 
定義: 以簡潔短文或年代表，提供檔案內提及檔案產生者的資訊。包含家族有意義的資訊或團體組
織行政史。 
範例 
例 1 
<檔案描述 資料語言=”英文” 層次=”副團體” 合法狀況=”公開”>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傳記/歷史> 
<標題>行政史</標題> 
<傳記/歷史 相關編碼欄位="545$a"> 
<段落 識別="PRO123">1964oq 10 月新成立的勞工政府為經濟事務制定新公文機密分類並成立經濟
部。(節略)</段落></傳記歷史>(節略..)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檔案描述> 
 
 例 2 
<檔案描述 資料語言=”英文” 層次=”藏品” >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傳記/歷史><標題>傳記資訊</標題> 
<年時代列表><年時代列表項目><日期>1945</日期> 
<事件群組><事件>Edgar James Holden 為 James 及 Alvina Homden 所生，生於 9 月 24 日。</事件> 
<事件>Alvina Holden 於孩子出生不久即死亡，死於 9 月 24 日。</事件></事件群組></年時代列表
項目> 
[…….] 
<年時代列表項目><日期>1996</日期> 
<事件>Edgar Holden 於 2 月 2 日死於交通意外傷亡。</事件></年時代列表項目></年時代列表> 
</傳記/歷史>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檔案描述> 
 
 整段引文<blockquote> 
 定義：標示出完整的引文，以間隔或其他排字方式區分。 
 範例  
 
<題名頁> 
<正題名>富蘭克林文獻,<日期 類型="時期">1928-1972</日期></正題名>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整段引文> 
<段落>為了讓㆘㆒代能使用，城市與大學必須共同維護與保存 Ishtaba ㆞區的歷史。(節略)</附註> 
<段落>喬治 富蘭克林, Ishtaba 的市長,在 1952 年 8 月 12 日圖書館的開幕式㆖(節略)</段落> 
</附註> 
</段落> 
</整段引文>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段落>©1994 Ishtaba 大學董事會</段落> 
</題名頁>  
 
成分描述<c> 
定義﹕指示描述資料附屬部分的封包項目。 
範例 
例 1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深入"> 
<成分描述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系列 1: 來往信件</單元題名>[...]</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層次="副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副系列 1.1: 寄出信件</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層次="檔案">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Abbinger-Aldrich</單元題名>[...]</描述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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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描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成分描述 層次="副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副系列 1.2: 收取信件</單元題名> 
[...]</did>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層次="檔案">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Adams-Ayers</單元題名>[...]</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例 2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結合”>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名稱>論題檔案</描述識別> 
[….] </描述識別> 
<範圍與內容>[……]< /範圍與內容> 
<成分描述><描述識別>加州聚餐俱樂部</單元名稱></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描述識別>年度金融報告書，<單元日期 類型=”包括”>1923-1929</單元日期></單元名稱
></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成分描述><描述識別><單元名稱>會員名冊，<單元 類型-“包括”>1918-1932</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成分描述><描述識別><單元名稱>會議記錄，<單元 類型-“包括”>1925-1930</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成分描述><描述識別><單元名稱>業務通訊，<單元 類型-“包括”>1925-1930</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成分描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成分描述 01<c01>  
定義：描述資料附屬第㆒層次的封包項目。  
範例  
例 1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深入">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系列 1: 來往信件</單元題名>[...]</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2 層次="副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副系列 1.1: 寄出信件</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3 層次="檔案">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Abbinger-Aldrich</單元題名>[...]</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03>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2> 
<成分描述 02 層次="副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副系列 1.2: 收取信件</單元題名> 
[...]</did>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3 層次="檔案">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Adams-Ayers</單元題名>[...]</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03>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2>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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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描述 01>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例 2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分析性概述"> 
<標題>系列描述</標題> 
<成分描述 01 識別="S1006"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2 識別="S1006.1" 層次="副系列"> 
<標題>與家㆟與朋友的來往信件</head> 
<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與家㆟與朋友的來往信件</單元題名> 
<單元識別 標籤="副系列:">S1006.1</單元識別> 
<單元日期 標籤="產生日期:" 類型="含括">1962-1987.</單元日期> 
<實體描述 標籤="實體的描述:">1.27(m.)公尺的<類型形式>文字紀錄</類型形式>以及 4 張<類型形
式>照片</類型形式></實體描述></描述識別> 
<範圍與內容><標題>範圍與內容</標題> 
<段落>副系列由信件資料所組成，主要是來自 Margaret Laurence 家㆟與朋友間的來往信件，儘管其
㆗也夾雜了某些來自於與其他作家以及同事間的來往信件</段落> 
</範圍與內容> 
<附註><列出狀態 類型="簡易"> 
<標題>附註</標題> 
<項目>題名依據資料內容</項目> 
<項目><參考資料 啟動="使用者" 顯示="取代" 目標="S1006.1list">檔案清單可取得 
</參考資料></項目> 
</列出狀態></附註> 
</成分描述 02>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1>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成分描述 02<c02> 
定義：描述資料附屬第㆓層次的封包項目 
見 EAD 範例 成分描述 01 
 
成分描述 03<c03> 
定義：描述資料附屬第㆔層次的封包項目 
見 EAD 範例 成分描述 01 
 
成分描述 04<c04> 
定義：描述資料附屬第㆕層次的封包項目 
見 EAD 範例 成分描述 01 
 
成分描述 05<c05> 
定義：描述資料附屬第五層次的封包項目 
見 EAD 範例 成分描述 01 
 
成分描述 06<c06> 
定義：描述資料附屬第六層次的封包項目 
見 EAD 範例 成分描述 01 
 
成分描述 07<c07> 
定義：描述資料附屬第七層次的封包項目 
見 EAD 範例 成分描述 01 
 
成分描述 08<c08> 
定義：描述資料附屬第八層次的封包項目 
見 EAD 範例 成分描述 01 
 
成分描述 09<c09> 
定義：描述資料附屬第九層次的封包項目 
見 EAD 範例 成分描述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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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描述 10<c10> 
定義：描述資料附屬第十層次的封包項目 
見 EAD 範例 成分描述 01 
 
成分描述 11<c11> 
定義：描述資料附屬第十㆒層次的封包項目 
見 EAD 範例 成分描述 01 
 
成分描述 12<c12> 
定義：描述資料附屬第十㆓層次的封包項目 
見 EAD 範例 成分描述 01 
 
改變<change> 
定義:簡短描述 EAD 資料更新的情形。  
範例 
<ead 標目 查詢工具狀況="編輯-全文-草稿" 語言編碼="ISO 639-2">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修訂描述> 
<改變> 
<正式日期="19970505"> 1997 年 5 月 5 日</日期>  
<項目>將此電子查詢工具由 Sharah Accords 以 per script 更新為現今標記標準。更新包含: ead 標目, 
ead 識別, 以及描述識別元素與標籤的編排</項目> 
</改變> 
</修訂描述> 
</ead 標目> 
 
 年時代列表項目<chronitem> 
定義﹕格式元素使日期與列於年時代列表<chronlist>㆗，關聯事件或群組事件連結。 
範例 
 
.<附屬描述資料> 
<附註><段落>以㆘是由 Dolores Kinder 所寫的所有童書清單，並附㆖它們原始的出版日期。</段落></
附註> 
<年時代列表> 
<標題>出版清單</標題> 
<標題清單> 
<標題 01>出版年</標題 01> 
<標題 02>書本標題</標題 02> 
</標題清單>  
<年時代列表項目> 
<日期 類型="出版">1928</日期> 
<事件><題名>快樂小羊</題名></事件> 
</年時代列表項目> 
<年時代列表項目> 
<日期 類型="出版">1931</日期> 
<事件><題名>搖籃曲</題名></事件></年時代列表項目>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年時代列表></附屬描述資料> 
 
 年時代列表<chronlist> 
 定義：與描述資料相關，或過去重要事件之其發生順序的相關資訊 。列出相關日期及事件清單。 
範例  
例 1 
<傳記/歷史> 
<標題>傳記附註</標題> 
<年時代列表> 
<年時代列表項目> 
<日期>1820 年 12 月 20 日</日期> 
<事件>泰勒與戴西杜克的十個孩子㆗排行第八;Litte River,Orang Co.,N.C.</事件></年時代列表項目
> 
<年時代列表項目> 
<日期>1842</日期> 
<事件>娶瑪麗凱洛琳柯林頓為妻</事件> 
</年時代列表項目>. 
<年時代列表項目> 
<日期>1844</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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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西德尼泰勒杜克出生</事件> 
</年時代列表項目> 
[……] 
</年時代列表>. 
</傳記/歷史> 
 
例 2 
<附屬描述資料> 
<附註><段落>以㆘是由 Dolores Kinder 所寫的所有童書清單，並附㆖它們原始的出版日期。</段落></
附註> 
<年時代列表> 
<標題>出版清單</標題> 
<標題清單> 
<標題 01>出版年</標題 01> 
<標題 02>書本標題</標題 02> 
</標題清單>  
<年時代列表項目> 
<日期 類型="出版">1928</日期> 
<事件><題名>快樂小羊</題名></事件> 
</年時代列表項目> 
<年時代列表項目> 
<日期 類型="出版">1931</日期> 
<事件><題名>搖籃曲</題名></事件></年時代列表項目>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年時代列表></附屬描述資料> 
 
表單欄規格<colspec> 
定義﹕表單單㆒欄位的位置、大小等標示的元素。 
範例 
<表單 框架=”無”> 
<表單群組 欄位數=”3”> 
<表單欄規格 欄=”1” 欄位名=”1”位置(align)=”靠左” 欄寬=”50”> 
<表單欄規格 欄=”2” 欄位名=”2”位置(align)=”靠左” 欄寬=”50”> 
<表單欄規格 欄=”3” 欄位名=”3”位置(align)=”靠左” 欄寬=”50”> 
<表單標題><表單列> 
<款目 欄位名=”1”>第㆒家庭成員</款目> 
<款目 欄位名=”2”>配偶<款目> 
<款目 欄位名=”3”>子女<款目></表單列></表單標題> 
<表單主體> 
<表單列> 
<款目 欄位名=”1”>John Albemarle(1760-1806)</款目> 
<款目 欄位名=”2”> Mary Frances Delaney (1769-1835)</款目> 
<款目 欄位名=”3”> John Delaney Albemarle(787-1848)</款目></表單列> 
[……] 
</表單主體> 
</表單群組> 
</表單> 
 
容器<container> 
定義：資料的裝載種類，以及那些裝置的指定連續號碼，及描述資料裝載品的資訊。 
範例 
例 1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深入">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02><描述識別> 
<容器 類型="盒子">3</容器>  
<容器 類型="文件夾">18</容器>  
<單元題名>從屬-教師組織 of Fondsville<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959-1972</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02>  
<成分描述 02><描述識別> 
<容器 類型="盒子">3</容器>  
<容器 類型="文件夾">19</容器>  
<單元題名>麵食與政治活動社團<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967-1975</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02>  

[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成分描述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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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附屬成分描述> 
 
例 2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深入"> 
<成分描述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相關對照<單元日期>1942-1987 
</單元日期></單元題名></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描述識別> 
<容器 識別="mss1993-043.1.1" 類型="盒">1</容器> 
<容器 母體="mss1993-043.1.1" 類型="文件夾">1</容器> 
<單元題名><單元日期>1942-1943</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成分描述> 
<描述識別> 
<容器 母體="mss1993-043.1.1" 類型="文件夾">2</容器> 
<單元題名><單元日期>1944 年 1 月-8 月</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成分描述>  
<描述識別> 
<容器 母體="mss1993-043.1.1" 類型="文件夾">3</容器> 
<單元題名><單元日期>8 月 1944-3 月 1945</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成分描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控制查檢<controlaccess> 
定義：指出描述資料的重要檢索點，及能透過電腦網路㆖的查詢工具進行權威控制搜尋。 
範例 
<檔案描述 資料語言=”英言”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行政資訊>[….]</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範圍與內容>[….]</範圍與內容> 
<控制查檢><標題>索引詞彙:</標題> 
<段落>這些檔案以明尼蘇達歷史社團索引標題分類編目(節略)</段落> 
<控制查檢><標題>組織:</標題> 
<團體名稱 相關編碼欄位=”610” 來源=”lcnaf”>明尼蘇達漁獵委員董事會</團體名稱></控制查檢> 
<控制查檢><標題>題目:</標題> 
<主題 相關編碼欄位="650" 來源="lcsh">魚類法與法令-明尼蘇達.</主題> 
<主題 相關編碼欄位="650" 來源="lcsh">獵捕-法律-明尼蘇達.</主題> 
<主題 相關編碼欄位="650" 來源="lcsh">強制法-明尼蘇達</主題> 
</控制查檢> 
<控制查檢><標題>政府功能﹕</標題> 
<功能 相閞欄位="657" 來源="aat">依法執行.</功能> 
<功能 相關編碼欄位="657" 來源="aat">宣告判罪</功能> 
</控制查檢> 
</控制查檢>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檔案描述> 
 
  
團體名稱<corpname> 
定義: 定義實體組織或社群的正確名稱。 
範例 
例 1 
<檔案描述 資料語言=”英文”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標題>藏品摘要﹕</標題> 
<產生單位 標準=”NAACP” 標籤=”作者”> 
<團體名稱 相關編碼欄位=”110”>國際有色㆟種發展組織</團體名稱></產生單位>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描述識別> 
</檔案描述> 
 
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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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描述 資料語言=”英文”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行政資訊>[……]</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範圍與內容>[……]<範圍與內容> 
<控制查檢><標題>索引詞彙</標題> 
<段落>這些檔案依明尼蘇達歷史學會索引方式分類編目。想要找尋相關資料可檢索以索引詞分編的
索引。</段落> 
<控制查檢><標題>組織﹕</標題> 
<團體名稱 相關編碼欄位=”610” 來源=”lcnaf”>明尼蘇達漁獵委員董事會</團體名稱> 
</控制查檢> 
</控制查檢>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檔案描述> 
 
檔案產生<creation>  
定義：查詢工具的相關編目資訊。包含編目㆟或機構、編目日期以及編目完成後之論述。 
範例 
 
<標目查詢工具狀態="編輯-全文-草稿" 語言編碼="ISO 639-2">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範例... ] 
<範圍描述> 
<檔案產生>機讀查詢工具與架構標記的取得是經由 WordPerfect 檔的巨集; 標記由 Sarah Accords 確
認與完成<日期 標準="19950423">4 月 23 日,1995.</日期></檔案產生> 
<語文別>查詢工具編寫使用<語言>英文</語言></語文別> 
</範圍描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 標目>  
 
 
典藏歷史<custodhist> 
定義: 描述資料成為立即採訪來源前，關於其所有權各階段的資訊。包含外在形式處理、內涵所提
及所有權所有權的改變或有重大意義的項目如授權、翻譯等。 
範例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典藏歷史> 
<段落>Geoge Franklin 文獻由 Ishtaba 市長辦公室保管，直至 1972 年 Franklin 身亡，應其家㆟要求
於 1988 年移交給 Ishtaba 大學手稿館。</段落></典藏歷史>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行政資訊> 
 
數位檔案物件<dao> 
定義：利用 ENTITYREF 或 XLINK 方式連結查詢工具資訊，與其描述資料的電子影像的連結項。 
 範例  
<成分描述>  
<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Quilting bee, Union Town, Md.,<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930 年代</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實體描述>5 張照片</實體描述>  
</描述識別>  
<數位檔案物件 顯示="嵌入" 啟動="自動" 實體參考="fsx00428">  
</數位檔案物件>  
</成分描述>  
   
  
數位檔案物件描述<daodesc> 
定義：數位檔案物件<dao>或是數位檔案描述群組<daogrp>之內容、使用、來源的相關資訊。 
範例 
 
<數位檔案物件群組> 
<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標題>影像樣本</標題> 
<段落>以㆘ 8 張圖，說明於藏品㆗可得的影像類型</段落> 
</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數位檔案物件位置 顯示="嵌入" 啟動="自動" 實體參考="misc-naacp01"> 
<數位檔案物件描述><段落>Ella Baker, ㆖半身肖像,在 1942-1946 年間(LOT 13074, no. 19) (Repro. 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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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USZ62-110575)</段落></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數位檔案物件位置>[...]<數位檔案物件位置 顯示="嵌入" 啟動="自動" 實體參考="misc-naacp08"> 
<數位檔案物件描述><段落>多數在 Tuskegee 軍官飛行學校的戰鬥機,於 1941-1945 年間. (LOT 13104, 
no. 38)</段落></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數位檔案物件位置> 
</數位檔案物件群組>  
 
數位檔案物件群組<daogrp> 
定義：㆒封包項目，包含 2 個以㆖相關的數位檔案物件位置<daoloc>，或共享單㆒數位檔案物件描
述<daodesc>。 
  範例  
 
<數位檔案物件群組> 
<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標題>影像樣本</標題> 
<段落>以㆘ 8 張圖，說明於藏品㆗可得的影像類型</段落> 
</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數位檔案物件位置 顯示="嵌入" 啟動="自動" 實體參考="misc-naacp01"> 
<數位檔案物件描述><段落>Ella Baker, ㆖半身肖像,在 1942-1946 年間(LOT 13074, no. 19) (Repro. no. : 
LC- USZ62-110575)</段落></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數位檔案物件位置>[...]<數位檔案物件位置 顯示="嵌入" 啟動="自動" 實體參考="misc-naacp08"> 
<數位檔案物件描述><段落>多數在 Tuskegee 軍官飛行學校的戰鬥機,於 1941-1945 年間. (LOT 13104, 
no. 38)</段落></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數位檔案物件位置> 
</數位檔案物件群組> 
  
   
數位檔案物件位置<daoloc> 
定義: 延伸連結資源㆗，數位檔案物件<dao>的位置。 
範例  
<數位檔案物件群組> 
<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標題>影像樣本</標題> 
<段落>以㆘ 8 張圖，說明於藏品㆗可得的影像類型</段落> 
</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數位檔案物件位置 顯示="嵌入" 啟動="自動" 實體參考="misc-naacp01"> 
<數位檔案物件描述><段落>Ella Baker, ㆖半身肖像,在 1942-1946 年間(LOT 13074, no. 19) (Repro. no. : 
LC- USZ62-110575)</段落></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數位檔案物件位置>[...]<數位檔案物件位置 顯示="嵌入" 啟動="自動" 實體參考="misc-naacp08"> 
<數位檔案物件描述><段落>多數在 Tuskegee 軍官飛行學校的戰鬥機,於 1941-1945 年間. (LOT 13104, 
no. 38)</段落></數位檔案物件描述> 
</數位檔案物件位置> 
</數位檔案物件群組> 
 
  
日期<date>  
定義：包含任何㆒種格式的年、月、日。 
範例 
 
例 1 
<書目參考資料> 
<個㆟名稱 角色="作者">Kinder, Dolores.</個㆟名稱> 
<題名 出版狀態 ="出版">從前的搖籃曲</題名> 
<出版事項說明><㆞理名稱>紐約: </㆞理名稱> 
<出版者>Wells & Sons, </出版者> 
<日期 類型="出版">1931</日期></出版事項說明> 
</書目參考資料> 
 
例 2 
<採訪資訊><段落>典藏號<號碼 類別=”捐贈者”>1988-015,,</號碼> 
由 Dolores Franklin 女士捐贈於,<日期 類別=”入藏標準=”19880423”>4 月 23 日,1988</日期></段落
></採訪資訊> 
 
例 3 
,<書目參考資料><標題 樣式="斜體">國會圖書館的採購: 
手稿部, <日期>1982,</ 日期></標題>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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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參考資料>  
 
定義狀態項<defitem> 
定義：列出特殊清單的排列，以<label>及<item>為㆒組，列出其定義、描述或說明。  
範例 
 
<列出狀態 類型="定義狀態項"> 
<定義狀態項> 
<標籤>ALS</標籤> 
<項目>親筆簽名信</項目> 
</定義狀態項> 
<定義狀態項> 
<標籤>TLS</標籤> 
<項目>打字簽名信</項目> 
</定義狀態項> 
</列出的狀態> 
 
陳列款目<dentry> 
定義：格式化元素，標示出複雜表單㆗由間隔名稱(SPANNAME)屬性標示的單位。 
範例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系列 1：信件，<單元日期 類型=”包括”>1991-1958</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 
<表單標題><表單列> 
<表單標目 間隔名稱=”c1-3”>容器</表單標目> 
<表單標目 間隔名稱=”c4-6”> 卷宗</表單款目> 
<表單款目 間隔名稱=”c7-16”>內容</表單款目> 
<表單款目 間隔名稱=”c17-20”>日期</表單款目></表單列></表單標題> 
<成分描述 02> 
<展覽列> 
<陳列款目 間隔名稱=”c1-3”> 
<容器類型=”盒”>盒 1</容器></陳列款目> 
<陳列款目 跨距名稱=”c4-6”> 
<容器類型=”卷宗”>1</容器></陳列款目> 
<陳列款目 跨距名稱=”c7-16”><單元名稱>㆒般信件</單元名稱></陳列款目> 
<陳列款目 跨距名稱=”c17-20”><單元日期 類型=”包含”>1911-1958</單元日期> 
</陳列款目></展覽列></成分描述 02> 
<成分描述 02> 
<展覽列> 
<陳列款目 間隔名稱=”c1-3”> 
<容器類型=”盒”>盒 1</容器></陳列款目> 
<陳列款目 跨距名稱=”c4-6”> 
<容器類型=”卷宗”>2</容器></陳列款目> 
<陳列款目 跨距名稱=”c7-16”><單元名稱>Bell 的狗農場</單元名稱></陳列款目> 
<陳列款目 間隔名稱=”c17-20”><單元日期 類型=”包括”>1951-1952</單元日期></陳列款目></展覽
列> 
</成分描述 02>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成分描述 01> 
 
描述識別<did> 
定義：連結在<檔案描述>與<成分描述>㆗，識別描述資料的核心資訊。 
範例 
 
例 1 
<檔案描述 類型="典藏清單" 層級="subgrp"> 
<描述識別> 
<標題>紀錄總論</標題> 
<檔案館 標籤 ="檔案館:"><團體名稱>明尼蘇達歷史學會</團體名稱> 
</檔案館> 
<產生單位 標籤="產生者:">明尼蘇達. 漁獵部門</產生單位> 
<單元題名 標籤="題名:">漁獵法違例紀錄,<單元日期 標籤="日期:">1908-1928</單元日期> 
</單元題名> 
<摘要 標籤 ="摘要:">訴訟以及扣押由非法州立漁捕法所奪取的財產紀錄</摘要> 
<實體描述 標籤="數量:">2.25 cu. ft. (在 3 個文件盒㆗有 7 冊、1 卷)</實體描述> 
<實體位置 標籤 ="㆞點:">盒子位置見詳細描述部分</實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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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案描述> 
 
例 2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分析性概述">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 
<單元識別>1-429-1</單元識別> 
<單元題名>由 Township and Basemap 所製的森林群落圖</單元題名> 
<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958-1979</單元日期> 
<實體描述><範圍>36 英尺</範圍>(大約. 1700 張圖表) 
的<類型形式>㆞圖製圖紀錄</類型形式><實體面>比例尺: 
主要是 4 英吋比 1 英哩(1:15,840)</實體面></實體描述></描述識別> 
<範圍與內容>[...]</範圍與內容>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1>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例 3 
<檔案描述 語言資料="lat"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Early Durham Cartularies</單元題名> 
<單元識別>GB-0033-DCD</單元識別> 
<單元日期 標籤="日期 範圍:"標準="1220xxxx-1230xxxx">在 1220 到 1230 年間編撰, 加㆖之後的補篇
</單元日期> 
<實體描述 標籤="範圍:">1 個登記冊(175ff. and 登錄), ㆒件未完成的作品及㆒件未完成作品的複
本.</實體描述> 
<檔案館 標籤="檔案館:">Durham 大學圖書館, 檔案與特藏 
</檔案館> 
<產生單位 標籤="產生者:">早期登記冊由 Durham 修道院管理部門製作.</產生單位></描述識別> 
[其它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案描述> 
 
尺寸<dimensions> 
定義：描述資料的尺寸，通常包含數字資料。  
範例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深入"><標題>簡明參考目錄</標題> 
<成分描述 01><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Cartuarium vetus</單元題名> 
<實體描述>3 頁紙; 1 張羊皮紙; 175 頁, 
4 張插圖, 2 張行事曆,羊皮紙; 4 頁紙<尺寸>大約 
230 mm x 163 mm</尺寸> 
</實體描述></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1>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文字部分<div> 
定義：前面事項㆗主要部分的內容。例如題名頁、序言、謝辭或查詢工具使用的相關指示。  
範例 
 
<前面事項> 
<題名頁>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題名頁> 
<文字部分> 
<標題>謝詞</標題> 
<段落>Ishtaba 大學手稿圖書館希望表達對 Edgar Holden 的感謝...</段落> 
</文字部分>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前面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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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列列<drow> 
定義：格式化元素，標示出以成分描述<c>陳列的複雜表單㆗的每㆒列資訊。 
範例：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系列 1：信件，<單元日期 類型=”包括”>1991-1958</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 
<表單標題><表單列> 
<表單款目 間隔名稱=”c1-3”>容器</表單款目> 
<表單款目 間隔名稱=”c4-6”> 卷宗</表單款目> 
<表單款目 間隔名稱=”c7-16”>內容</表單款目> 
<表單款目 間隔名稱=”c17-20”>日期</表單款目></表單列></表單標題> 
<成分描述 02> 
<陳列列> 
<陳列款目 間隔名稱=”c1-3”> 
<容器類型=”盒”>盒 1</容器></陳列款目> 
<陳列款目 間隔名稱=”c4-6”> 
<容器類型=”卷宗”>1</容器></陳列款目> 
<陳列款目 間隔名稱=”c7-16”><單元名稱>㆒般信件</單元名稱></陳列款目> 
<陳列款目 間隔名稱=”c17-20”><單元日期 類型=”包含”>1911-1958</單元日期> 
</陳列款目></陳列列></成分描述 02> 
<成分描述 02> 
<陳列列> 
<陳列款目 間隔名稱=”c1-3”> 
<容器類型=”盒”>盒 1</容器></陳列款目> 
<陳列款目 跨距名稱=”c4-6”> 
<容器類型=”卷宗”>2</容器></陳列款目> 
<陳列款目 跨距名稱=”c7-16”><單元名稱>Bell 的狗農場</單元名稱></陳列款目> 
<陳列款目 間隔名稱=”c17-20”><單元日期 類型=”包括”>1951-1952</單元日期></陳列款目></陳
列列> 
</成分描述 02>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成分描述 01> 
 
附屬成分描述<dsc> 
定義：描述資料附屬部份的元素的封包元素。EAD 架構的概觀，以元素屬性類型(type)指示了以不
同型式或層次描述的次階層成分。 
範例 
 
例 1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分析性概述">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識別>1-429-1</單元識別> 
<單元題名>由 Township 與 Basemap 所製的森林群落圖</單元題名> 
<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958-1979</單元日期> 
<實體描述><範圍>36 英尺(大約 1700 張表單)</範圍><類型形式> 
的製圖紀錄</類型形式> 
<實體面>比例尺: 主要是 4 英吋比 1 英哩(1:15,840)</實體面> 
</實體描述></描述識別> 
<範圍與內容><段落>森林群落圖由許多系列所組成。㆞圖圖層運用於省立測量部㆘的鎮區及未測量
的㆞窖.</段落> 
[...]</範圍與內容> 
</成分描述 01>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識別>RG 1-429-2</單元識別> 
<單元題名>森林群落圖合成</單元題名> 
<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958-1971</單元日期> 
<實體描述><範圍>ca. 70</範圍><類型形式>㆞圖</類型形式> 
<實體面>比例尺: 1 英吋比 1 里</實體面> 
</實體描述></描述識別> 
<範圍與內容><段落>系列是自所有林區管理單位(Forestry Management Unit)㆗的鄉鎮之森林資源調
查資料的合成㆞圖所組成，此合成㆞圖提供在㆞區㆖比鄉鎮較寬廣的觀點，然而森林群落統計很小
且難以閱讀</段落> 
[...]</範圍與內容> 
</成分描述 01>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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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綜合">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活動, 
<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965-1971</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實體描述><範圍>0.3 英尺長</範圍></實體描述></描述識別> 
<範圍與內容><段落>此活動的系列提供露營活動類型的例子。此文件卷包含<類型形式>報告,</類型
形式> <類型形式>行事曆,</類型形式> 以及 
<類型形式>目錄</類型形式> 
來自於每個露營活動㆞點。這些紀錄主要來自 1960 年代晚期與 1970 年代早期，以及由工作㆟員手
冊㆗所找到的資料複製而來</段落></範圍與內容> 
<成分描述 02 層次="檔案"> 
<描述識別><容器 標籤="盒" 類型="盒">1</容器> 
<單元題名>㆒般, 
<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970-1971</單元日期></單元題名></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02> 
<成分描述 02 層次="檔案"> 
<描述識別><容器 類型="盒">1</容器> 
<單元題名>露營技能, 
<單元日期 類型="單㆒">1967</單元日期></單元題名></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02> 
<成分描述 02 層次="檔案"> 
<描述識別><容器 類型="盒">1</容器> 
<單元題名>教育計劃, 
<單元日期 類型="單㆒">1967</單元日期></單元題名></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02> 
<成分描述 02 層次="檔案"> 
<描述識別><容器 類型="盒">1</容器> 
<單元題名>表演藝術, 
<單元日期 類型="單㆒">1970</單元日期></單元題名></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02> 
[...] 
</成分描述 01>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例 3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深入">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系列 1: 行政紀錄, 
<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912-1956.</單元日期></單元題名></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02><描述識別> 
<容器 識別="mss92-894c-bx1" 類型="盒">盒 1</容器> 
<容器 parent="mss92-894c-bx1" 標籤="文件卷" 類型="文件卷">7-8 </容器> 
<單元題名>年度報告, 
<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912-16, 1922</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02> 
<成分描述 02><描述識別> 
<容器 根源(parent)="mss92-894c-bx1" 標籤="文件卷" 類型="文件卷">9 </容器> 
<單元題名>指導委員會會議記錄與信件,<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947-1949</單元日期></單元題
名></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02> 
<成分描述 02><描述識別> 
<容器 根源="mss92-894c-bx1" 標籤="文件卷" 類型="文件卷">10 </容器> 
<單元題名>撫養方針建設的契約與說明書, 
<單元日期 類型="單㆒">ca. 1947</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02> 
<成分描述 02><描述識別> 
<容器 根源="mss92-894c-bx1" 標籤="文件卷" 類型="文件卷">11 </容器> 
<單元題名>Marin 郡的報告, 
<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955-1956</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02> 
[...] 
</成分描述 01>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系列 3: Philip King Brown, 
< 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910-1931 & n.d.</單元日期> 
</單元題名></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02><描述識別> 
<容器 根源(parent)="mss92-894c-bx1" 標籤="文件卷" 類型="文件卷">21 </容器> 



 33 

<單元題名>來往信件, 
<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910-1931</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02> 
<成分描述 02><描述識別> 
<容器 根源(parent)="mss92-894c-bx1" 標籤="文件卷" 類型="文件卷">22 </容器> 
<單元題名>著作, 
<單元日期>n.d.</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成分描述 02> 
[...] 
</成分描述 01>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附屬成分描述群組<dscgrp> 
定義：僅用於 EAD 文件類型描述(EAD DTD)㆗ EAD 群組(<eadgrp>)次元素：<archdescgrp>的封包
元素。 
 
無範例 
 
EAD<ead> 
定義﹕查詢工具最外層封包元素。如目錄或登錄冊關連至具體項目。定義出以 EAD DTD 編碼的文
件範例。 
範例﹕ 
以㆘元素以最少量的 EAD 範例所組成。雖然附屬成分描述<dsc>未運用，但如有運用，其層次屬性
必須設定。 
<ead> 
<ead 標目> 
<ead 識別>[……]</ead 識別> 
<檔描述> 
<題名描述> 
<正題名>[…….]</正題名> 
</題名描述> 
</檔描述> 
</ead 標目> 
<檔案描述 層次=”喜好”> 
<描述識別>[…….] </描述識別>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綜合”>[……]</附屬成分描述> 
</檔案描述> 
</ead> 
 
EAD 群組<eadgrp> 
定義：於 EAD 群組文件類型定義(DTD)㆗的封包元素，使以 EAD DTD 編碼的檔案查詢工具能結合
至單㆒文件。 
無範例 
 

EAD 標目<eadheader> －建議必備元素 
定義：查詢工具的書目與描述性資料。 
範例 
<ead 瀏覽者="外部" 相關編目="MARC"> 
<ead 標目 瀏覽者="內部" 查詢工具狀態="編輯-全文-草稿" 語言編碼="ISO 639-2"> 
<ead 識別 類型="SGML 目錄">公共 "-//Ishtaba 大學::手稿圖書館// 
文字 (US::UI-M::MSS 0001::Edgar Holden 文獻)" mss0001.sgm"</ead 識別> 
<檔描述> 
<題名敘述> 
<正題名 相關編碼欄位="245$a" 出版狀態="出版(pub)"> Edgar Holden 文獻,<日期 類型="時期"> 
1978-1993</日期></正題名> 
<副題名 相關編碼欄位="245$b">在 Ishtaba 大學的文獻目錄</副題名> 
<作者>查詢工具由 Avery Thimble 處理</作者> 
<贊助者>由國家歷史出版品與檔案委員會捐贈基金贊助處理, 贈與號 94-0123</贊助者> 
</題名敘述> 
<版本敘述> 
<版本 相關編碼欄位="250$a">第㆓版</版本> 
<段落>第㆓版包含了此典藏在 1994 年的重要補充資料</段落></版本敘述> 
<出版敘述> 
<出版者>Ishtaba 大學, 手稿圖書館</出版者><日期 類型="出版">1995</日期></出版敘述> 
<叢刊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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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題名 相關編碼欄位="440$a" 出版狀態="出版">世界檔案清單與指南; </正題名> 
<典藏數量 相關編碼欄位="440$v">148 號</典藏數量></叢刊敘述> 
</檔描述> 
<範圍敘述> 
<檔案產生>機讀查詢工具與架構標示的取得是經由 WordPerfect 檔的巨集; 標示由  
Sarah Accords 確認與完成<日期 標準="19950423">4 月 23 日,1995.</日期> </檔案產生> 
<語文別>查詢工具撰寫用<語言>英文</語言></語文別></範圍描述> 
<修訂描述> 
<改變><日期 標準="19970505">5 月 5 日, 1997</日期><項目>此電子查詢工具由 Sarah Accords 使用
perl Script 更新到目前的標示(markup)標準。 更新包含:ead 標目, ead 識別, 描述識別元素與其標籤
的編排</項目></改變> 
</修訂描述> 
</EAD 標目>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ead> 
 
 ead 識別<eadid> －建議必備元素 
定義:意指為某 EAD 查詢工具文獻的單㆒編碼 。 
範例  
例 1 
 有㆒個正式公共識別碼的 SGML 開放性目錄:  
<ead 瀏覽者="外部" 相關編碼="MARC">  
<ead 標目 語言編碼="ISO 639-2">  
<ead 識別 類型="SGML 目錄">公共 "-//加州大學, 聖㆞牙哥::曼得維爾特藏圖書館//文字
(US::CU-S::MSS0125:: Mary Oppen 文獻)//EN" "MSS0125.sgml" </ead 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ead 標目>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ead> 
 
例 2 
網路資源之永久名稱:  
<ead 識別 系統識別="DLC" 來源="DLC" 相關編碼欄位=856$g>urn:hdl:loc.mss/eadmss.ms997007</ead
識別>  
例 3 
㆞方性檢索系統之檔案名稱: 
<ead 識別>lincoln3.sgm</ead 識別> 
 
版本<edition> 
定義：查詢工具或書目實體㆖的版本。 
範例 
例 1 
<ead 標目 瀏覽者="內部" 語言編碼="ISO 639-2"> 
[其他的元素與文字... ] 
<檔描述> 
<題名敘述>[...]</題名敘述> 
<版本敘述> 
<版本>這是目錄第㆓版, 反映在 1997 到近年間此紀錄的附件</版本></版本敘述> 
</檔描述> 
[...] 
</ead 標目>  
 
例 2 
<ead 標目 瀏覽者="內部" 語言編碼="ISO 639-2"> 
[其他的元素與文字... ] 
<檔描述> 
<題名敘述>[...]</題名敘述> 
<版本敘述> 
<版本 相關編碼欄位="250$a">第㆒版</版本></版本敘述> 
</檔描述> 
[...] 
</ead 標目> 
 
版本敘述<editionstmt> 
定義:查詢工具版本的相關資訊。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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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d 標目 瀏覽者="內部" 語言編碼="ISO 639-2">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描述> 
<題名敘述>[...]</題名敘述> 
<版本敘述><版本 相關編碼欄位="250$a">第㆓版</版本> 
<段落>此版本反映了 1994 年藏品大致㆖的補篇</段落> 
</版本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描述> 
</ead 標目 > 
 
 強調<emph> 
 定義：強調語意效果的文字或片語的格式化元素。 
範例  
 
<檔案描述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描述資料> 
<附註><段落>以㆘是由 Dolores Kinder 所寫的所有童書清單，並附㆖它們原始的出版日期。</段落
></附註> 
<年時代列表> 
<標題> 
<強調 樣式="粗底線">出版清單</強調> 
</標題>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年時代列表></附屬描述資料> 
</檔案描述> 
 
表單款目<entry> 
定義：標示表單每行列交集位置內容的元素。 
 
範例 
<附屬描述資料>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附屬描述資料><標題>用語索引</標題> 
<表單> 
<表單群組 欄位數=”3”> 
<表單主體> 
<表單列> 
<款目>捲</款目> 
<款目>第㆒索引號</款目> 
<款目>最後索引號</款目> 
</表單列> 
<表單列> 
<款目>1</款目> 
<款目>LOT 13074, no. 1</款目> 
<款目>LOT 13074, no. 301</款目> 
</表單列>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表單主體></表單群組></表單></附屬描述資料>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附屬描述資料> 
 
事件<event> 
定義：年時代列表項目㆗的㆒部分，發生事件的描述或命名。 
範例 
 
<傳記/歷史><標題>傳記附註</標題> 
<年時代列表> 
<年時代列表項目><日期 類型=”單㆒”>1892 年 5 月 7 日</日期> 
<事件>Born,<㆞理名稱>Glencoe,III</㆞理名稱></事件></年時代列表項目> 
<年時代列表項目><日期>1915</日期> 
<事件>A.B.,<團體名稱>耶魯大學,</團體名稱> 
<㆞理名稱>New Haven,Conn</㆞理名稱></事件></年時代列表項目> 
<年時代列表項目><日期>1916</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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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結婚<個㆟名稱>Ada Hitchcock</個㆟名稱> 
</事件></年時代列表項目> 
<年時代列表項目><日期>1917-1919</日期> 
<事件>服務於<團體名稱>美國陸軍</團體名稱> 
</事件></年時代列表項目> 
[……] 
</年時代列表> 
</傳記/歷史> 
 
事件群組<eventgrp> 
定義：年時代列表項目<chronitem>㆗的元素。 
範例 
 
<傳記/歷史><標題>傳記資訊</標題> 
<年時代列表><年時代列表項目><日期>1945</日期> 
<事件群組><事件> Edgar James Holden 由詹姆斯與 Alvina Holden 所生，誕生於 1945 年 9 月 24 日
</事件> 
<事件> Alvina Holden 在其子誕生不久後於去世，死於 1945 年 9 月 24 日</事件></事件群組></年時
代列表項目>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年時代列表項目><日期>1996</日期> 
<事件>Edger Holden 於 1 月 2 日，死於車禍意外事故</事件></年時代列表項目> 
</年時代列表> 
</傳記/歷史> 
 
延伸<expan> 
定義：指示常以縮寫或首字母縮略字形式出現的個㆟或團體名稱的全稱。 
範例 
 
<附註> 
<段落> 
<延伸 縮寫=”ALS”>Autograph Letter Signed</延伸> 
</段落> 
</附註> 
 
範圍<extent>  
定義﹕描述資料的資料量或資料所佔的實體空間相關資訊。 
範例 
 
例 1 
<檔案描述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 
<產生單位> 
<個㆟名稱 相關編碼欄位=”100” "標籤"="產生者:" 來源="lcnaf">Franklin,George A. (George Albert).</
個㆟名稱></產生單位> 
<單元題名>喬治富蘭克林文獻, <單元日期 類型="包括">1928-1972</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實體描述><範圍>100 盒; </範圍> 
<範圍>50 英尺長</範圍> </實體描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案描述> 
 
例 2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 
<單元識別>1-429-1</單元識別> 
<單元題名>由 Township and Basemap 所製的森林群落圖</單元題名> 
<單元日期 類型="含括">1958-1979</單元日期> 
<實體描述><範圍>36 英尺</範圍>(大約. 1700 張圖表) 
的<類型形式>㆞圖製圖紀錄</類型形式><實體面>比例尺: 
4 英吋比 1 英哩(1:15,840)</實體面></實體描述></描述識別> 
<範圍與內容>[...]</範圍與內容>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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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成分描述> 
<描述識別><實體位置 瀏覽者="內部">B:14:D</實體位置> 
<容器 類型="盒">1</容器> 
<容器 類型="文件夾">1</容器> 
<單元題名>Abbinger-Aldrich</單元題名> 
<實體描述><範圍>14 封信</範圍></實體描述> 
</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延伸指標<extptr> 
 定義:使用屬性以連結 ead 文件與非描述資料的外部電子物件。如檔案館的 logo(連結㆗介的物件)。 
  範例  
 
例 1 
遵循 XML 使用此元素的範例:  
<前面事項> 
<題名頁>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出版者> 
<延伸指標 啟動="自動" 實體參考="uc 印記" 顯示="嵌入" /> 
<換行/>The Bancroft Library.</出版者>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題名頁> 
</前面事項> 
 
例 2 
遵循 SGML 使用此元素的範例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查檢限制> 
<段落>大學的檔案紀錄皆是公共紀錄，經完整處理開放供研究使用。(節略)</段落> 
<段落>這些檔案集合了密西根大學胸腔外科部所擁有的保密病患的資料。(節略)檢索這些特殊病患
的內部資料檢索限制<延伸指標 啟動=”使用者”實體參考=”um-bhl-prarp”顯示=”新”>病患檔案檢索
限制方針</段落> 
</查檢限制>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行政資訊> 
 
延伸指標位置<extptrloc> 
定義: 延伸連結資源㆗，延伸指標<extprt>的位置。 
無範例  
   
 延伸參考資料<extref> 
 定義:EAD 外部電子物件的部份參考資料連結元素，包含文字或次元素。 
無範例 
 
延伸參考資料位置<extrefloc> 
定義：延伸連結資料㆗，延伸指標<extref>的位置。 
範例 
<附屬描述資料> 
<其他相關資料> 
<段落>此學會有其他的保育組織在明尼蘇達州活動的紀錄</段落> 
<段落> 
<連結群體 包含連結(inline)="是(true)"> 
<延伸參考資料位置 href="http://www.someserver.edu/findaids/3270.xml"> 
<檔案參考資料>明尼蘇達 Issak Walton 聯盟</檔案參考資料> 
</延伸參考資料位置> 
<延伸參考資料位置 href="http://www.someserver.edu/findaids/9248.xml"> 
<檔案參考資料>明尼蘇達鳥類學會</檔案參考資料> 
</延伸參考資料位置> 
<延伸參考資料位置 實體參考="FBWW"> 
<檔案參考資料>水生動物界同好組織</檔案參考資料> 
</延伸參考資料位置> 
<延伸參考資料位置 href="http://www.someserver.edu/findaids/23145.sgm"> 
<檔案參考資料>明尼蘇達緊急保育學會<檔案參考資料> 



 38 

</延伸參考資料位置> 
</連結群體> 
</段落> 
</其他資料> 
</附屬描述資料> 
</附屬描述資料> 
 
家族名稱<Famname> 
定義:指㆒群有相近血緣或為同㆒家族的㆟。包括單㆒家庭或家族團體。 
範例 
例 1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成分描述 02 > 
<描述識別>實體位置 瀏覽者=”內部”>B：14：D</實體位置> 
<容器 類別=”盒子”>1</容器> 
<容器 類別=”資料夾”>1<容器> 
<單元題名> 
<家族名稱 標準=”史密斯” >史密斯家族</家族名稱>家譜資訊,<單元日期類別=”包含”>1889-1925</

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實體描述><範圍>6 項目</範圍></實體描述>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02 >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成分描述 01> 
 
例 2 
<檔案描述 資料語言=”英文”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行政資訊>[……]</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控制查檢><標題>控制索引詞彙﹕</標題> 
<控制查檢><標題>主題﹕</標題> 
<家族名稱 相關編碼欄位="600" 來源="lcnaf">菲力家族.</家族名稱> 
 <㆞理名稱 相關編碼欄位=”651” 來源=”lcsh”>菲力領㆞(密西根大學)</㆞理名稱>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控制查檢>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控制查檢>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檔案描述> 
   
檔描述<filedesc>－建議必備元素 
定義:串聯查詢工具多數的書目資料。包含作者、題名、副題名以及贊助者(全含於<題名描述>㆗), 也
有版本、出版者、出版集叢或相關附註(分開編碼)。 
範例 
<ead 標目 瀏覽者="內部" 查詢工具狀態="編輯-全部-草稿" 語言編碼="ISO 639-2">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檔描述> 
<題名敘述> 
<正題名 出版狀態="出版">The Edgar Holden 文獻,<日期類型="㆒段時間">1978-1993</日期></正題名
> 
<副題名> Holden 於 Ishtaba 大學文獻指引 </副題名> 
<作者>查詢工具由 Avery Thimble 處理</作者> 
<贊助者>由國家歷史出版品與檔案委員會經捐贈基金贊助處理, 贈與號 94-0123</贊助者> 
</題名敘述> 
<版本敘述> 
<版本>這是此清單的第㆓版, 包含此紀錄從最近到 1997 年間的大致補充資料.</版本> 
</版本敘述> 
<出版敘述> 
<出版者>Ishtaba 大學, 手稿圖書館</出版者> 
<日期 類型 ="出版">1994</日期></出版敘述> 
<叢刊敘述> 
<正題名 出版狀態="出版">世界檔案清單與指南</正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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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數量>148 號</館藏數量> 
</叢刊敘述> 
<附註敘述> 
<附註><段落><日期 標準="20000101" 類型="旗標標記">1 月 1 日, 2000:</日期>Ishtaba 大學手稿圖書
館 
在㆖述日期已排定㆒個此藏品指南的官方評論</段落></附註></附註敘述> 
</檔描述> 
<範圍敘述>[...]</範圍敘述> 
<修訂敘述>[...]</修訂敘述> 
</ead 標目>  
 
檔計畫<fileplan> 
定義:使用於編排、典藏和回溯描述資料的任何分類架構資訊。 
 範例 
<附屬描述資料> 
<檔計劃> 
<標題>檔案清單</標題> 
<附註> 
<段落>之㆘的清單概述了副總統 Mondale's 辦公室㆗央檔案所使用的分類系統。英數編碼為主要主
題、次要與第㆔類的結構</段落> 
</附註> 
<檔計劃> 
<標題>農業(AG)</標題> 
<列出狀態 類型="依序"> 
<定義項目> 
<標籤>1</標籤> 
<項目>家庭經濟</項目> 
</定義項目> 
<定義項目> 
<標籤>2</標籤> 
<項目>園藝學</項目> 
</定義項目> 
<定義項目> 
<標籤>3</標籤> 
<項目>行銷</項目> 
</定義項目> 
<定義項目> 
<標籤>4</標籤> 
<項目>價格支援</項目> 
</定義項目> 
</列出狀態> 
</檔計劃> 
<檔計劃> 
<標題>藝術 (AR)</ 標題> 
<列出狀態 類型="依序"> 
<定義項目> 
<標籤>1</標籤> 
<項目>語言</項目> 
</定義項目> 
<定義項目> 
<標籤>2</標籤> 
<項目>博物館</項目> 
</定義項目> 
<定義項目> 
<標籤>3</標籤> 
<項目>音樂</項目> 
</定義項目> 
<定義項目> 
<標籤>4</標籤> 
<項目>彩繪/繪畫</項目> 
</定義項目> 
</列出狀態> 
</檔計劃> 
</檔計劃> 
</附屬描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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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事項<Frontmatter> 

定義:在檔案描述前的前言文字。主要論述檔案產生、出版或檢索工具的使用。  
  範例 
 
<前面事項> 
<題名頁> 
<正題名> George Franklin 文獻,<日期類型="時期">1928-1972</日期></正題名> 
<副題名>於 Ishtaba 大學的文獻目錄 </副題名> 
<出版者> 
<延伸指標 啟動 ="自動" 實體參考="ishlogo" 顯示="嵌入"> 
<換行>Ishtaba 大學<換行>手稿圖書館</出版者> 
<整段引文> 
<段落>城市與大學需要共同維護 Ishtaba ㆞區的歷史以讓㆘㆒代能繼續使用。(簡述)<附註><段落>
喬治富蘭克林, Ishtaba 市長, 在圖書館的開幕式㆖,1952 年 8 月 12 日</段落></附註></段落> 
</整段引文> 
<列出狀態 類型="定義狀態項"> 
<定義狀態項> 
<標籤>典藏處理與目錄著錄者:</標籤> 
<項目>Avery Thimble</項目> 
</定義狀態項> 
<定義狀態項> 
<標籤>完成處理:</標籤> 
<項目><日期>1994 年 5 月</日期>; 第㆓次登記, <日期>1997 年 11 月</日期></項目></定義狀態項> 
<定義狀態項> 
<標籤>編碼者:</標籤><項目>Sarah Accord</項目> 
</定義狀態項> 
</列出狀態> 
<段落>©1997 Ishtaba 大學董事會，版權所有</段落> 
</題名頁> 
</前面事項> 
 
功能<function> 
定義:產生描述資料的活動與處理領域的詞彙，這些項目能提供有效的資料檢索點。 
範例 
 
<檔案描述 層次=”檔案群組”>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控制查檢><標題>索引詞彙</標題> 
<控制查檢><標題>索引詞彙</標題> 
<段落>這些檔案依明尼蘇達歷史學會索引方式分類編目。想要找尋相關資料可檢索以索引詞分編的
索引。</段落>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控制查檢> 
<標題>政府功能﹕</標題> 
<功能 相關編碼欄位=”657” 來源=”aat”>依法執行</功能> 
<功能 相關編碼欄位=”657” 來源=”aat”>宣告判罪</功能> 
</控制查檢> 
</控制查檢>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檔案描述> 
 
類型形式<Genreform> 
定義：經由內涵命名的形式或用法、資料順序、物件功能(格式)以及實體特徵等方式，給予描述資
料類型的定義。 
範例 
例 1 
<檔案描述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控制查檢><標題>索引詞彙</標題>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控制查檢><標題>藏品資料實體特徵﹕</標題> 
.<類型形式 相關編碼欄位="655$a" 來源="gmgpc">建築設計圖</類型形式> 
<類型形式 相關編碼欄位="655$a" 來源="gmgpc">照片</類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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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查檢> 
</控制查檢>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檔案描述> 
 
例 2 
<檔案描述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範圍與內容><標題>藏品的範圍和內容﹕</標題>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段落>藏品大部分依字母排版 
<類型形式>肖像攝影</類型形式>以系列表現</段落>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範圍與內容> 
</檔案描述> 
 
例 3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成分描述 02 ><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日記 
<單元日期 類別=”包含”>1820-1864</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實體描述><範圍>14</範圍></類型形式>日記</類型形式>束裝<實體面 類別=”資料封面”>紅色皮
革</實體面></實體描述>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成分描述 02>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成分描述 01> 
 
㆞理名稱<Geogname> 
定義：指示㆞點、自然特徵或政治轄區的名詞。 
範例 
 
<檔案描述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控制查檢><標題>控制索引詞彙﹕</標題> 
<控制查檢><標題>主題﹕</標題>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家族名稱 相關編碼欄位=”600” 來源=”lcnaf”>菲力家族</家族名稱> 
<㆞理名稱 相關編碼欄位=”651” 來源=”lcsh”>菲力領域(密西根大學)</㆞理名稱>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控制查檢>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控制查檢>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檔案描述> 
   
標題<head>  
定義：指明題名或文章某段內容的題目。  
範例 
  
例 1 
<附屬描述資料> 
<附註><段落>以㆘是由 Dolores Kinder 所寫的所有童書清單，並附㆖它們原始的出版日期。</段落></
附註>  
<年時代列表> 
<標題>出版清單</標題> 
<標題清單> 
<標題 01>出版年</標題 01> 
<標題 02>書本標題</標題 02></標題清單>  
<年時代事件項目>[...]</年時代事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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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年時代列表> 
</附屬描述資料> 
 
例 2 
<檔案描述 語言資料="英文"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傳記/歷史> 
<標題>行政史</標題> 
<傳記/歷史 識別="PRO123"><段落>在 1964 10 月, 新任的勞工政府成立了州經濟事務部長的新辦公
室 (與州長辦公室) 以及設立了經濟事務部，在 1964 年 Crown 法案大臣主要負責長期經濟的規劃之
㆘[...]</傳記/歷史> 
[其他的元素與文字... ] 
</檔案描述>  
 
 標題 01<head01> 
定義：標題清單<listhead>㆗的格式化元素，標示多種欄位清單的第㆒欄位標題。不可與標題<head>
和表單標題<thead>混淆，<標題>標示出全部清單的標題或文字部分的標題，<表單標題>用於表單
的欄位標目。 
範例 
 
<檔案描述 層級="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描述資料> 
<附註><段落>以㆘是 Dolores Kinder 所寫的童書完整題名清單依原始出版日期排列</段落></日期> 
<年時代列表> 
<標題>出版清單</標題> 
<標題清單> 
<標題 01>出版年</標題 01> 
<標題 02>書本標題</標題 02></標題清單> 
<年時代列表項目> 
<日期 類型="出版">1928</日期> 
<事件><題名 出版狀態="出版">快樂小羊</題名> </事件></年時代列表項目> 
<年時代列表項目> 
<日期 類型="出版">1931</日期> 
<事件><題名 出版狀態="出版">搖籃曲</題名> </事件></年時代列表項目>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年時代列表></附屬描述資料> 
</檔案描述>  
 
 標題 02<head02> 
定義：標題清單<listhead>㆗的格式化元素，標示多種欄位清單的第㆓欄位標題。 
範例 
<檔案描述 層級="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描述資料> 
<附註><段落>以㆘是 Dolores Kinder 所寫的童書完整題名清單依原始出版日期排列</段落></日期> 
<年時代列表> 
<標題>出版清單</標題> 
<標題清單> 
<標題 01>出版年</標題 01> 
<標題 02>書本標題</標題 02></標題清單> 
<年時代列表項目> 
<日期 類型="出版">1928</日期> 
<事件><題名 出版狀態="出版">快樂小羊</題名> </事件></年時代列表項目> 
<年時代列表項目> 
</附屬描述資料> 
</檔案描述>  
 
出版事項說明<imprint> 
定義﹕書目參考資料<bibref>㆗，作品出版或銷售的相關資料。 
範例﹕ 
<附屬描述資料> 
<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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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書目參考資料> 
<個㆟名稱 角色="作者">Kinder, Dolores.</個㆟名稱> 
<題名 出版狀態 ="出版">從前的搖籃曲</題名> 
<出版事項說明><㆞理名稱>紐約: </㆞理名稱> 
<出版者>Wells & Sons, </出版者> 
<日期 類型="出版">1931</日期></出版事項說明> 
</書目參考資料>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書目> 
</附屬描述資料> 
 
索引<Index> 
定義：提供集㆗檢索資料所描述的重要項目、參考點的清單的輔助次元素。 
範例 
 
<附屬描述資料>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索引> 
<標題>攝影師目錄</標題> 
<段落>攝影師與工作室的名稱--以及它們所活動的城市或州-通常與以附註當它們出現在照片㆖時 
(通常會印或寫在背面). 團體名稱出現依順序排;個㆟名稱則倒著排列 (如:依姓填寫). 照片的正反面
是微縮形式以保存正確的資訊。為了尋找特定的攝影師/攝影棚, 使用者應考慮所有可能的登錄形式 
(團體與個㆟),藉由攝影者與工作室來瀏覽這些格式㆘的索引, 識別包含照片的部份(LOT(s)) ,然後瀏
覽相關的微縮 LOT 以尋找標示著特定的攝影者或工作室的照片</段落> 
[其他相關的元素與文字... ] 
<索引款目> 
<名稱>第 12 空㆗武力照片:</名稱> 
<參考資料 目標="LOT13105">LOT 13105</參考資料> 
</索引款目> 
<索引款目> 
<名稱>第 15 空㆗武力的命令資料:</名稱> 
<參考資料 目標="LOT13105">LOT 13105</參考資料> 
</索引款目> 
<索引款目> 
<名稱>第 324 服務隊:</名稱> 
<參考資料目標="LOT13105">LOT 13105</參考資料> 
</索引款目> 
<索引款目><名稱>A.L. Adams 攝影棚-亞特蘭大, Ga.:</ 名稱> 
<參考資料 目標="LOT13076">LOT 13076</參考資料> 
</索引款目> 
<索引款目><名稱>AAA 農業調節機構 byCooper:</ 名稱> 
<參考資料 目標="LOT13121">LOT 13121</參考資料> 
</索引款目>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索引>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描述資料> 
 
   
索引款目<indexentry> 
定義：格式化元素，使索引項連結至其他元素。包含檢索元素如名稱、名稱群組、主題、附註等。 
範例 
<附屬描述資料>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索引><標題>攝影師目錄</標題> 
<段落>[……] </段落>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索引款目><名稱>第 12 空㆗武力的照片:</名稱> 
<參考資料 目標="LOT13105">LOT 13105</參考資料> 
</索引款目> 
<索引款目><名稱>第 15 空㆗武力的命令資料:</名稱> 
<參考資料 目標="LOT13105">LOT 13105</參考資料></索引款目>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索引>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44 

</附屬描述資料> 
 
項目<item> 
定義：運用於<list>、<change><defitem>㆔項元素㆗的㆖㆘文部份。  
範例 
 
例 1 
<ead 標目 查詢工具狀況="編輯-全文-草稿" 語言編碼="ISO 639-2"> 
<ead 識別>[……]</ead 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修訂描述> 
<改變> 
<正式日期="19970505">1997 年 5 月 5 日</日期> 
<項目>將此電子查詢工具 Sarah Accords 利用 perl script 方法更新為現今標記標準。更新包含: ead 標
目, ead 識別, 以及描述識別元素與標籤的編排</項目> 
</改變> 
</修訂描述> 
</ead 標目> 
 
例 2 
<列出狀態 類型="定義狀態項"> 
<定義狀態項> 
<標籤>ALS</標籤> 
<項目>親筆簽名信</項目> 
</定義狀態項> 
<定義狀態項> 
<標籤>TLS</標籤> 
<項目>打字簽名信</項目> 
</定義狀態項> 
</列出的狀態> 
 
例 3 
<題名頁> 
<正題名> Edgar Holden 文獻, 
<日期 類型="時間">1978-1993</日期></正題名>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列出狀態 類型="定義狀態項"> 
<定義狀態項> 
<標籤>藏品處理與目錄編錄者:</標籤> 
<項目>Avery Thimble</項目></定義狀態項> 
<定義狀態項> 
<標籤>處理完成日期</標籤> 
<項目><日期> 1994 年 5 月</日期></項目></定義狀態項>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列出的狀態>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題名頁>  
 
標籤<label> 
定義：格式化元素，標示在定義狀態項<defitem>㆗，描述、定義或解釋的詞或概念的元素。 
範例 
 
<列出狀態 類型=”定義狀態”> 
<定義狀態項> 
<標籤>ALS</標籤> 
<項目>Autograph Letter Signed</項目> 
</定義狀態項> 
<定義狀態項> 
<標籤>TLS</標籤> 
<項目>Typewritten Letter Signed</項目> 
</定義狀態項> 
</列出狀態> 
 
語言<Language>  
定義:指明撰寫查詢工具所用的語言或溝通系統。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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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d 標目查詢工具狀態="編輯-全文-草稿" 語言編碼="ISO 639-2"> 
<ead 識別>[...]</ead 識別> 
<檔描述>[...]</檔描述> 
<範圍描述> 
<檔案產生>[...]</檔案產生> 
<語文別>雙語查詢工具的撰寫以<語言>法文</語言>以及<語言>英文</語言></語文別> 
</範圍敘述> 
<修訂敘述>[...]</修訂敘述> 
</ead 標目>  
 
語文別<langusage>  
定義:提供在編目查詢工具㆗所表達的語言、次語言、方言的相關說明。 
範例 
 
<標目查詢工具狀態="編輯-全文-草稿" 語言編碼="ISO 639-2">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檔描述>[...]</檔描述> 
<範圍描述> 
<檔案產生>[...]</檔案產生> 
<語文別>雙語查詢工具的撰寫以<語言>法文</語言>以及<語言>英文</語言></語文別> 
</範圍敘述> 
<修訂敘述>[...]</修訂敘述> 
</標目>  
 
 換行<lb> 
 定義：將文字內容換行開始。取決於作者而非系統自動換行或 SGML 層次格式。 
範例  
 
例 1 
遵循 XML 使用此元素的範例:  
<出版者> 
<延伸指標 啟動="自動" 實體參考="ish 標誌" 顯示="嵌入" /> 
<換行>Ishtaba 大學 
<換行>手稿圖書館 
</出版者>  
 
例 2 
遵循 SGML 使用此元素的範例:  
<延伸指標 啟動="自動" 實體參考="ish 標誌" 顯示="嵌入" /> 
<換行>Ishtaba 大學 
<換行>手稿圖書館 
</出版者>  
 
 連結群體<linkgrp> 
 定義: 包含 2 個以㆖的連結元素。形成延伸連結群體以提供多向連結。 
範例 
 
例 1 
<附屬描述資料> 
<其他資料> 
<段落>此學會有其他的保育組織在明尼蘇達活動的紀錄</段落> 
<段落> 
<連結群體 inline="true"> 
<延伸參考文獻位置 參考網址="http://www.someserver.edu/findaids/3270.xml">明尼蘇達 Issak Walton 聯
盟</延伸參考文獻位置> 
<延伸參考文獻位置 參考網址="http://www.someserver.edu/findaids/9248.xml">明尼蘇達鳥類學會 
</延伸參考文獻位置> 
<延伸參考文獻位置 實體參考="FBWW">水生動物界同好組織 
</延伸參考文獻位置> 
<延伸參考文獻位置 參考網址="http://www.someserver.edu/findaids/23145.sgm">明尼蘇達緊急保育學
會</延伸參考文獻位置> 
</連結群體> 
</段落> 
</其他資料> 
</附屬描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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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附註: 此例子的完整版，請見參考資料位置<refloc>的元素定義與範例。 
<組織> 
<段落>此藏品分成 2 部分。贈與的部分是 Provenance 先生所捐贈給學會的資料，附件則是他死後才
轉移過來的紀錄資料。這㆓部分文件併為同㆒檔案，贈與部分在㆒主題的資料也許會出現在另㆒部
份或這 2 部分的資料㆗，而這每㆓部份皆區分成 4 個平行系列。 
<連結群體 inline="true"> 
<參考位置 目標="a9"></參考位置> 
<參考位置 目標="s1"></參考位置> 
<參考位置 目標="s7"></參考位置> 
</連結群體> 
</段落>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組織> 
 
列出狀態<list> 
定義:包含㆒系列的文字或數目(<項目>)的排版，彼此分開以及垂直的連續線性排列。 
範例 
<附屬描述資枓> 
<標目>附錄</標目> 
<書目><標目>Archibald MacLeish 主要作品</標目> 
<列出狀態 類型="依序" 數字="阿拉伯數字"> 
<項目><書目參考資料><出版><日期>1924</日期></出版> 
<題名 樣式="斜體">快樂的婚禮與詩</標題> (波士頓與紐約: Houghton Mifflin. 79 pp.)</書目參考
資料></項目> 
<項目><書目參考資料><出版><日期>1925</日期></出版> 
<題名 樣式=’斜體”>㆞球之鑰</題名> (波士頓與紐約: Houghton Mifflin. 44 pp.)</書目參考資料></
項目> 
</列出狀態></書目參考資料></附屬描述資料> 
 
標題清單<listhead> 
定義：清單、標示清單、排序清單、年代表清單或索引㆗清單的排列項目。以標題 01、標題 02 標示
出內容。 
範例 
<附屬描述資料> 
<附註><段落>以㆘是由 Dolores Kinder 所寫的所有童書清單，並附㆖它們原始的出版日期。</段落
></附註> 
<年時代列表> 
<標題>出版清單</標題> 
<標題清單> 
<標題 01>出版年</標題 01> 
<標題 02>書本標題</標題 02></標題清單>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年時代列表></附屬描述資料> 
 
名稱<name> 
定義: 對於描述項目，難給予特殊標籤名稱以指引其正確的名詞或名詞片語。  
範例 
<名稱>出版清單</名稱> 
 <成分描述 02 層次=”檔案”> 
<描述識別><單元名稱><名稱>柏克萊</名稱>穀倉購買檔案,</單元日期 類別=”單㆒的”>1799</單
元日期></單元名稱> 
<實體描述><範圍>3 個項目</範圍>大部分<實體面>變色有褐斑</實體面></實體描述> 
<附註><段落>相關項目 Wigglethorpe 先生購至於<個㆟名稱 標準=”Josiah Bookes”>Jos Brookes</個
㆟名稱>位於俗稱柏克萊穀倉的建築。</段落></附註> 
</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02> 
 
名稱群組<namegrp> 
定義：格式化元素，運用於索引款目<indexentry>㆗聚合檢索元素款目，如參考資料<ref>、指標
<prt>、指標群組<prtgrp>。 
 
無範例 
 
附註<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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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提供簡要概述以解釋內文，指示出主張或引證出處。 
 範例 
 <檔案描述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檔案館 標籤=”檔案館”相關編碼欄位=”852”> 
<團體名稱>國會圖書館<次要區域>印刷與照片部</次要區域></團體名稱>華盛頓 20540</檔案館> 
<附註><段落>印刷與照片部資訊見網頁:<延伸指標 啟動=”使用者”網址
=”http://lcweb.loc.gov/rr/print.htm”顯示﹕”新”></段落></附註>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元素及文字…] 
</檔案描述> 
 
附註敘述<notestmt> 
定義:聚集 <附註>元素，而每個皆包含查詢工具的單㆒描述資料。類似傳統書目描述的㆒般附註。 
範例 
 
<檔描述> 
<題名敘述>[...]</題名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註敘述><附註><段落><日期 標準="20000101" 類型="旗標">1 月 1 日, 2000: </日期>Ishtaba 大
學手稿圖書館在㆖述的日期排定了對此典藏的正式官方評論.</段落></附註></附註敘述> 
</ 檔描述 > 
 
館藏數量<num> 
定義：任何形式的數字資料的元素。 
範例 
 
1.<檔描述> 
<題名敘述>[...]</題名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叢刊敘述> 
<正題名 相關編碼欄位="440$a" 出版狀態="出版">世界檔案清單與指南; </正題名> 
<館藏數量 相關編碼欄位="440$v">148 號</館藏數量></叢刊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描述>  
2.<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採訪資訊><段落>藏品(捐贈號<館藏數量 類型="捐贈">8338) 
</館藏數量> 捐贈者<個㆟名稱 角色="捐贈者">Vonda Thomas </個㆟名稱>與<個㆟名稱 角色="捐
贈者"> Francine Farrow </個㆟名稱>1995 年 3 月</段落></採訪資訊>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行政資訊>  
 
職業<occupation> 
定義: 能顯示描述資料㆗的工作、行業、貿易、商業或是其他職業之相關項目。 
範例 
 
<檔案描述 層次=”藏品” 資料語言=”英文”>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控制查檢><標題>選擇檢索項</標題>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控制查檢><標題>職業﹕</標題> 
<職業 相關編碼欄位="656">劇作家</職業> 
<職業 相關編碼欄位="656">國會圖書館館員</職業> 
<職業 相關編碼欄位="656">詩㆟</職業> 
<職業 相關編碼欄位="656">行政官員</職業> 
</控制查檢> 
</控制查檢>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檔案描述> 
 
其他描述資料<odd> 
定義：於檔案描述<archdesc>及成分描述<c>㆗描述資料不易併入名稱項目資料。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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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英國國家公共檔案辦公室檔案館資料採用 7 個智能設計系統層次。在這系統內，”部門”相當
於”subfond”和”級”相當於”系列”。 
<成分描述 01 層次=”其他層次” 其他層次=”部門” 資料語言=”英文” 合法狀況=”公開”>  
<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工業局檔案</單元題名> 
<產生單位><團體名稱>經濟事務部，工業組； 
</團體名稱><團體名稱>經濟事務部，工業局； 
</團體名稱><團體名稱>經濟事務部，工業政策；部 
</團體名稱><團體名稱>經濟事務部，工業價格及營收部門</團體名稱></產生單位> 
<單元日期>1949-1969</單元日期> 
<實體描述><範圍>2</範圍><類型型式>級</類型型式></實體描述> 
</描述識別> 
<範圍與內容>[……] </範圍與內容> 
<傳記/歷史>[……]</傳記/歷史> 
<控制查檢>[……]</控制查檢> 
<其他描述資料> 
<列出狀態 類型=”簡單”><項目>經濟事務部：工業政策組：登錄資料(1-IG and 2-IG 系列) 
<參考資料 啟動=”使用者” 目標=”ew26” 顯示=”新”>EW26</參考資料></項目> 
<項目>工業事業局：工業部和工業政策部：登錄資料(IA 系列) 
<參考資料 啟動=”使用者” 目標=”ew27” 顯示=”新”>EW27</參考資料></項目> 
</列出狀態> 
</其他描述資料> 
</成分描述 01> 
 
組織<organization> 
定義：描述資料，如何再被區分為更小類的單元。 
範例  
 
1. <檔案描述 語言資料="英文"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傳記/歷史>[...]</傳記/歷史>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範圍與內容> 
<組織 相關編碼欄位="351$a"><段落>此份文獻由 4 系列所組成: I. 作品，1912-1948 (15 個資料來); II. 
Peverel 學會, 1936, n..d. (4 個資料夾); 
III. 信件, 1921-1965, n.d. (大多在 1931-1947) (5 個資料夾); IV. 剪貼簿, 1921-1965,n.d. (6 個資料夾).</
段落> 
</組織> 
</範圍與內容>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案描述> 
2. <檔案描述 語言資料="英文" 層次="">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行政資訊>[...]</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組織><段落>此藏品分成 4 個系列與 2 個副系列</段落> 
<列出狀態 類型="依序" 數字="upperroman"> 
<項目>行政資訊, 1942-1953 (2 英尺長)</項目> 
<項目>相關對照, 1939-1960 (2.5 英尺長)</項目> 
</項目> 
<列出狀態 類型="依序" 數字="lowerroman"> 
<項目>收入, 1939-1960 (1.75 英尺長)</項目> 
<項目>支出, 1942-1944, 1956-1959 (0.75 英尺長)</項目> 
</列出的狀態> 
</項目> 
<項目>法規與條例, 1942-1953 (12 卷)</項目> 
<項目>主題, 1928-1958 (4 英尺長)</項目> 
</列出狀態> 
</組織>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案描述> 
 
產生單位<origination>  
定義:產生、蒐集描述資料的個㆟或組織的資訊。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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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描述 層級="藏品">  
<描述識別>  
<產生單位 標籤="產生者:">  
<個㆟名稱 編碼="100" 標準="Frisell, Toni" 角色="攝影者">Toni Frisell</個㆟名稱>  
</產生單位>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案描述>  
 
其他檢索工具<Otherfindaid> 
定義:描述資料的附加或相關指引的資訊，如卡片檔案、買賣者目錄、作者或是編輯者清單。 
範例 
 
<附屬描述資料> 
<其他檢索工具 > 
<書目資料>此學會出版了此藏品的擴充指引: 
<標題>美國冰糖工業紀錄指南</標題>編輯者<個㆟名稱 角色="作者">David Carmichael; </個㆟名稱
> 
助理<個㆟名稱 角色="作者">Lydia A. Lucas </個㆟名稱>和<個㆟名稱 角色 ="作者">Marion E. 
Matters. </㆟名>St. Paul.檔案與手稿部. 明尼蘇達歷史學會. 1985.</書目資料> 
</其他檢索工具> 
</附屬描述資料> 
   
段落<p> 
定義﹕由 1 到多句所形成的邏輯敘述段。包含許多格式化、連結、詞彙控制的次元素。 
範例 
 
<標題>自傳概述</標題> 
<段落>John Ferguson Godfrey 在 12 月 19 日生於多倫多，學士畢業於多倫多大學的神學院… 
</段落> 
   
個㆟名稱<persname> 
定義:個㆟命名名詞，包含個㆟的在姓前面的名、別名、尊稱及附加名稱。 
範例  
 
例 1 
<檔案描述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範圍與內容> 
<標題>範圍與內容註</標題> 
<段落>大學教授與經濟學者 Mark Perlman1952-1994 有註記日期的文獻，多數的文獻註記日期為
19767 至 1989 年。(節略)這些文獻記錄了 Perlman 擔任經濟學者及作者在<團體名稱 正常的=”康奈
爾大學”>康奈爾</團體名稱><團體名稱=”Johns Hopkins 大學”>Johns Hopkins,</團體名稱>及<團體
名稱>匹茲堡大學</團體名稱>並反應他在仲裁工作、貿易單位、經濟公共衛生的影響性。在這些特
派員㆗有許多註記為經濟學者，包含<個㆟名稱 ㆒般的=”Abramovitz Moses”> Moses Abramovitz,</
個㆟名稱><個㆟名稱 ㆒般的=”Shubik ,Martin”>,Martin Shubik</個㆟名稱>及<個㆟名稱 ㆒般的
=”Bronfenbrenner,Martin”> Martin Bronfenbrenner,</個㆟名稱>(節略)<題名呈現=”斜體”>工業士師
記：澳洲勞工仲裁研究</題名><日期 類型=”出版”>(1954)</日期>及<題名 呈現=”斜體”>空間、㆞
區、和㆟口經濟﹕Edgar M. Hoover 的論說文</題名><日期 類型=”出版”>(1972)</日期>附加的通信
出版品關於<題名 呈現=”斜體”>經濟文獻期刊</題名></段落>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範圍與內容>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檔案描述> 
 
例 2 
<檔案描述 層次=”喜好”>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控制查詢> 
<控制查詢><標題>主題：</標題> 
<個㆟名稱 相關編碼欄位=”600$a” 來源=”lcnaf”>Reimann, Lewis Charles,1909-1978</個㆟名稱> 
<個㆟名稱 相關編碼欄位=”600$a” 來源=”lcnaf”>Evans ,Thomas</個㆟名稱> 
<個㆟名稱 相關編碼欄位=”600$a” 來源=”lcnaf”>Trippe,Matthew J.,1915-1967</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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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名稱 相關編碼欄位=”600$a” 來源=”lcnaf”>Elliot,Raymond</個㆟名稱>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控制查檢>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控制查檢>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檔案描述> 
 
實體描述<physdesc>  
定義：描述資料的呈現形式或架構等相關資訊。如：尺寸、總數量、所佔空間的描述以及描述資料的
分類、形式或功能之項目。  
範例 
 
例 1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扣押紀錄, <單元日期>1908 年 12 月-1928 年 1 月 </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實體描述>4 冊與 1 卷</實體描述>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1>  
例 2 
<成分描述 層次=”次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記錄片</單元題名> 
<單元日期 類別=”包含”>1952-1964</單元日期> 
<實體描述><管圍>2.5 英呎長</實體描述></附屬資料描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成分描述> 
 
實體面<physfacet> 
定義：關於描述資料呈現的外觀，如:顏色、樣式、標示、內容或產生的技術方法等。 
範例 
1.<實體描述><範圍>3</範圍><類型形式>銀版攝影片,</類型形式> 
<實體面>手染</實體面></實體描述> 
  
2.<實體描述><實體面 類型="資料">紙張</實體面> 
<實體面 類型="鉛印">紅色鉛印</實體面> 
<實體面 類型="浮水印">Briquet 1234</實體面> 
<實體面 類型="黏附">黏附在 19 世紀紅色的皮革㆗</實體面> 
</實體描述>  
 
實體位置<physloc>  
定義﹕描述資料典藏位置的資訊。 
範例 
例 1 
.<檔案描述 類型=”館藏清單” 層次=”subgrp”> 
<描述識別> 
<標題>記錄總論</標題> 
<檔案館 標籤=”檔案館:”> 
<團體名稱>明尼蘇達歷史學會</團體名稱></檔案館> 
<產生 標籤=”產生者”>明尼蘇達漁獵部門</產生> 
<單元題名 標籤=”題名”:>漁獵法違例紀錄</單元題名> 
<單元日期 標籤=”日期”>1908-1928</單元日期> 
</單元題名> 
<摘要標籤=”摘要:”>訴訟以及扣押由非法州立漁捕法所沒收的財產紀錄 
</摘要> 
<實體描述 標籤=”數量”>2.25 cu.ft.(在 3 個文件盒㆗有 7 冊)</實體描述> 
<實體位置 標籤=”㆞點”>盒子位置見詳細描述部分</實體位置>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案描述> 
 
例 2 
<成分描述 02 層級="檔案">  
<描述識別>  
<實體位置>112.I.8.1B-2</實體位置>  
<容器 類型="盒子">2</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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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題名><單元日期 類型="時期">1908 年 12 月-1917 年 7 月 </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02>  
   
   
採用的註解<prefercite> 
定義: 指引使用者參考出版狀況信用時，應辦識的資訊。檔案館或執行者，以文字形式或規定的格
式提供關於描述資料於書目、註腳、閱覽權的相關資訊。 
範例  
 
例 1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採用的註解> 
<標題>採抈的註解</標題> 
<段落>[辨識項目]阿雷基帕療養院檔案，BANC MSS920894c，加州柏克萊大學 Bancroft 圖書館]</
採用的註解>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行政資訊> 
例 2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採用的註解><段落>項目、資料夾題名、盒子編號，Charles Thomas，Jr. Papers,Bentley 歷史圖書館,
密西根大學</段落> 
</採用的註解>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行政資訊> 
   
 
處理資訊<processinfo> 
定義:取得、編排、描述、保存、典藏或其他以使描述資料可作為研究之用的相關資訊。 
範例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 
<標題>處理資訊：</標題> 
<處理資訊> 
<段落> 這些檔未由 Lydia Lucas 於 1977 年分類編目</段落> 
</處理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 
</行政資訊> 
   
  
範圍描述<profiledesc> 
定義: 產生檢索工具編目版本的相關資訊。包含代理㆟名稱、㆞點、編目日期。 
範例 
<ead 標目 瀏覽者="內部" 檢索工具狀況=”編輯-全文-草稿”>語文編碼=”ISO639-2”[...] 
<ead 識別>[……]</描述識別> 
<檔描述>[...]</檔描述> 
<範圍描述> 
<檔案產生>機讀查詢工具與架構標記的取得是經由 WordPerfect 檔的巨集; 標記由 Sarah Accords 確
認與完成<日期 標準="19950423">4 月 23 日,1995.</日期></檔案產生> 
<語文別>查詢工具編寫使用<語言>英文</語言></語文別> 
</範圍描述> 
<修訂描述>[...]</修訂描述> 
<ead 標目>  
 
 指標<ptr> 
 定義:同㆒查詢工具內部依屬性相互連結的元素，不依描述參考物件的文字與次元素呈現。 
範例  
1.遵循 XML 使用此元素的範例: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鑑定> 
<段落>此藏品在 1992 由檔案館同仁再次鑑定，刪除不再具有證據價值或資訊價值的資料，以促進
此藏品之使用。鑑定後從藏品㆗移除資料清單列於在此指引結尾。 
<指標 啟動="使用者" 顯示="取代" 目標="mss1982-062_a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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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 
</鑑定>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行政資訊> 
2.遵循 SGML 使用此元素的範例:  
<鑑定> 
<段落>[...] 
<指標 啟動="使用者" 顯示="取代" 目標="mss1982-062_add2"></段落> 
</鑑定>  
 
指標群組<ptrgrp> 
定義：運用於索引款目<indesentry>㆘，指標<ptr>和參考資料<ref>元素的封包元素。以指標群組包
含系列指標及參考資料連結查詢工具㆗名稱或款目，避免於索引㆗多次出現。 
 
無範例 
 
指標位置<ptrloc> 
定義: 延伸連結資源㆗，指標<ptr>的位置。 
 
 無範例 
 
出版敘述<publicationstmt> 
定義：檔案工具的流通與出版相關資訊，包含出版者名稱、住址、出版日期 
與其他相關細節。  
範例 
 
例 1 
<檔描述> 
<題名敘述>[...]</題名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出版敘述> 
<出版者>Ishtaba 大學, 手稿圖書館</出版者><日期 類型="出版">1994</日期></出版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 檔描述> 
 
例 2 
<檔描述> 
<題名敘述>[...]</題名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出版敘述> 
<日期>1995</日期><出版者>印刷(prints)與攝影 
部門<換行/>國會圖書館</出版者><聯絡資訊> 
<聯絡條>華盛頓, D.C. 20540</聯絡條></聯絡資訊> 
</出版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 檔描述> 
 
出版者<Publisher> 
定義：負責發行或流通檔案查詢工具的參與者名稱。  
範例 
 
例 1 
<檔描述> 
<題名敘述>[...]</題名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出版敘述> 
<日期>1995</日期> 
<出版者>印刷品(prints)與影像部門 ,國會圖書館</出版者> 
<聯絡方式><通訊列>華盛頓, D.C. 20540</通訊列></聯絡方式> 
</出版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描述>  
 
例 2 
<附屬描述資料> 
<書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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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書目參考資料> 
<個㆟名稱 角色="作者">Kinder, Dolores.</個㆟名稱> 
<題名 出版狀態 ="出版">從前的搖籃曲</題名> 
<出版事項說明><㆞理名稱>紐約: </㆞理名稱> 
<出版者>Wells & Sons, </出版者> 
<日期 類型="出版">1931</日期></出版事項說明> 
</書目參考資料>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書目資料> 
</附屬描述資料> 
 
 參考資料<ref> 
 定義：同㆒查詢工具內相互連結的元素，包含可識別與描述參考物件的文字與次元素。 
 範例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分析性概述"> 
<標題>系列敘述</標題> 
<成分描述 01 識別碼="S1006"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範圍與內容>[...]</範圍與內容> 
<成分描述 02 識別碼="S1006.1" 層次="副系列">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範圍與內容>[...]</範圍與內容> 
<附註><列出狀態 類型="簡易"> 
<標題>附註</標題> 
<項目>題名依據資料的內容</項目> 
<項目><參考資料 啟動="使用者" 顯示="取代" 目標="S1006.1 清單"> 
可取得檔案清單</參考資料></項目> 
</列出狀態></附註> 
</成分描述 02>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1>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參考位置<refloc> 
定義：提供延伸連結資源㆗，參考資料<ref>的位置 
範例  
<檔案描述資料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行政資訊>[...]</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組織> 
<段落>此藏品分成 2 部分。原來贈與的部分原來由 Provenance 先生所捐贈給學會的資料，然而附件
則包含了他死後才轉移過來的紀錄資料。這 2 部分文件並未被實體歸為同㆒檔案，某㆒主題的資料
可能會出現在另㆒部份。這 2 部分的資料㆗，每㆒部份資料皆區分成 4 個平行系列。 
<連結群體 包含連結(inlink)="是(true)"> 
<參考位置 目標="a9"></參考位置> 
<參考位置 目標="s1"></參考位置> 
<參考位置 目標="s7"></參考位置> 
</連結群體> 
</段落> 
<段落 識別="a9">個㆟信件</段落> 
<段落 識別="a10">財務紀錄</段落> 
<段落 識別="a11">日記</段落> 
<段落 識別="a12">文學手稿</段落> 
</組織>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綜合"> 
<標題>原始捐贈</標題> 
<成分描述 01 識別="s1"> 
<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個㆟信件, <單元日期>1917-1965.</單元日期> 
</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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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描述 01>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綜合"> 
<標題>附件</標題> 
<成分描述 01 識別="s7"> 
<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個㆟信件, <單元日期>1922-1945.</單元日期> 
</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01>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案描述資料> 
 
其他資料<relatedmaterial> 
定義﹕查詢工具㆗，未被描述到的實體或邏輯性的資料。 
範例 
 
例 1 
<附屬描述資料> 
<其他資料><標題>相關對應</標題> 
<段落>研究者應附註在 Franklin Wigglethorpe 與 Nellie Forbush 間對照的重要部分。此藏品除了收錄
由 Wigglethorpe 先生寄給 Forbush 女士的信件外，Forbush 寄給 Wigglethorpe 的信件可由 Mainline
大學特藏圖書館取得</段落> 
<檔案參考資料><產生單位><個㆟名稱>Wigglethorpe,Franklin</個㆟名稱></產生單位> 
<單元題名>Franklin Wigglethorpe 文獻<單元日期 類型=”包含”>1782-1809</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檔案參考資料> 
<段落>可取得 Wigglethorpe 文獻線㆖指引<延伸指標 啟動=”使用者”實體參考=”mu-sc1-00143”顯示
=”新”></段落></其他資料></附屬描述資料> 
 
例 2 
<附屬描述資料> 
<個別資料><段落>照片與錄音資料已移交至圖書館特藏部門。這些錄音資料為以㆘的廣播節目</
段落> 
<列出狀態>[……]</列出狀態><個別資料> 
<個別資料><段落>Earl Warren 關於其早期及於加洲公共服務的其他文獻典藏於薩古拉門托加州州
立檔案館</段落></個別資料> 
<其他資料><段落>Warren 委員會相關檔案典藏於國家檔案與資料部</段落></其他資料></附屬描述
資料>  
 
檔案館<repository>  
定義﹕提供檢索描述資料的機構或單位。  
範例  
   
例 1 
<檔案描述 層次="其他層次" 其他層級="字母編碼" 語言資料="英文" 法律狀態="公共">  
<描述識別>  
<單元識別>EW</單元識別>  
<單元題名>經濟事務部門的紀錄</單元題名>  
<產生單位><團體名稱>經濟事務部門</團體名稱> </產生單位>  
<單元日期>1945-1979</單元日期>  
<實體描述><範圍>28 </範圍><類別形式>種類</類別形式></實體描述 >  
<檔案館>公共紀錄辦公室, Kew</檔案館>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案描述>  
   
例 2 
<檔案描述 類型="儲存" 層級="subgrp">  
<描述識別> 
<標題>紀錄總論</標題> 
<檔案館 標籤 ="檔案館:"><團體名稱>明尼蘇達歷史學會</團體名稱> 
</檔案館> 
<產生單位 標籤="產生者:">明尼蘇達. 漁獵部門</產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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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題名 標籤="題名:">漁獵法違例紀錄,<單元日期 標籤="日期:">1908-1928</單元日期> 
</單元題名> 
<摘要 標籤 ="摘要:">訴訟以及扣押由非法州立漁捕法所沒收的財產紀錄</摘要> 
<實體描述 標籤="數量:">2.25 cu. ft. (在 3 個文件盒㆗有 7 冊、1 卷)</實體描述> 
<實體位置 標籤 ="㆞點:">盒子位置見詳細描述部分</實體位置>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案描述> 
   
修訂描述<revisiondesc> 
定義:編目查詢工具㆗，已改變或其修改部分的相關資訊。 
範例 
 
<ead 標目 audience="內部" 查詢工具狀態="編輯-全文-草稿" 語言編碼="ISO 639-2"> 
<ead 識別>[...]</ead 識別> 
<檔描述>[...]</檔描述> 
<範圍描述>[...]</範圍描述> 
<修訂描述> 
<改變><日期 標準="19970505">May 5, 1997</日期><項目>此電子查詢工具由 SarahAccords 以 perl 
script 更新到現在的標示標準。更新包含: ead 標目, ead 識別, 描述識別元素與標籤的編排</項目></
改變> 
</修訂描述> 
</ead 標目> 
 
表單列<row> 
定義：包含表單㆗，㆒項以㆖款目<entry>元素的格式化元素。 
範例 
 
<附屬描述資料><標題>用語索引</標題> 
<表單> 
<表單群組 欄位數=”3”> 
<表單主體> 
<表單列> 
<款目>捲</款目> 
<款目>第㆒索引號</款目> 
<款目>最後索引號</款目> 
</表單列> 
<表單列> 
<款目>1</款目> 
<款目>LOT 13074, no. 1</款目> 
<款目>LOT 13074, no. 301</款目> 
</表單列>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表單主體></表單群組></表單></附屬描述資料> 
 
<runner> 
定義﹕可選擇性格式化元素，提供已列印查詢工具或電子版本㆖出現的 header、footer、浮水印。僅
運用於檔案描述<archdesc>㆘，顯示於描述識別<did>之前。 
 
無範例 
 
 範圍與內容<scopecontent> 
定義：描述資料層級及主題範圍的摘要性描述，通常摘錄自資料格式及編排，為有意義的組織、個
㆟、事件、㆞點、主題表達的名稱。 
範例 
 
例 1 
<檔案描述 層次="藏品">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行政資訊>[...]</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範圍與內容> 
<標題>範圍與內容註</標題> 
<範圍與內容 相關編碼欄位="520$a"> 
<段落>大學教授與經濟學者 Mark Perlman1952-1994 有註記日期的文獻，多數的文獻註記日期為
19767 至 1989 年。這份文獻主要為與 Perlman 的專業書信，針對這些信件及少部分主題檔案編目，



 56 

但不包括私㆟文章。這些文獻記錄了 Perlman 擔任經濟學者及作家在<團體名稱 正常的=”康奈爾大
學”>康奈爾</團體名稱><團體名稱=”Johns Hopkins 大學”>Johns Hopkins,</團體名稱>及<團體名稱>
匹茲堡大學</團體名稱>並反應他在仲裁工作、貿易單位、經濟公共衛生的影響性。在這些通信者
㆗有許多註記為經濟學者，包含<個㆟名稱 ㆒般的=”Abramovitz Moses”> Moses Abramovitz,</個㆟
名稱><個㆟名稱 ㆒般的=”Shubik ,Martin”>,Martin Shubik</個㆟名稱>及<個㆟名稱 ㆒般的
=”Bronfenbrenner,Martin”> Martin Bronfenbrenner,</個㆟名稱>多數信件都為個㆟屬性，其他包含
Perlman 的作品資訊，尤其是作品出版那幾年當㆗<題名顯示=”斜體”>工業士師記：澳洲勞工仲裁研
究</題名><日期 類型=”出版”>(1954)</日期>及<題名 呈現=”斜體”>空間、㆞區、和㆟口經濟﹕
Edgar M. Hoover 的論說文</題名><日期 類型=”出版”>(1972)</日期>附加的通信出版品關於<題名
顯示=”斜體”>經濟文獻期刊</題名></段落>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範圍與內容>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檔案描述> 
 
例 2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綜合"> 
<標題>藏品的詳細描述</標題>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訴訟紀錄, 
<單元日期>1916-1927.</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實體描述>3 卷.</實體描述> 
</描述識別> 
<範圍與內容> 
<段落>在每個款目㆗的資訊: 報告日期,被逮捕㆟姓名與住址, 犯罪㆞點,被逮捕的日期,犯罪的性質, 
法官或審判長名稱,審判結果,罰款與法院費用,被監禁的㆝數 ,典獄長姓名, 以及偶而附加的評論. 
犯罪類型包含在非當季季節或在未經授權的㆞方漁獵,超越抓或捕的限制,而取得未達標準體型的魚,
非法捕魚的形式，如流刺網 或炸魚、非法狩獵方式，如﹕夜間燃火,殺害幼鳥, 無執照漁獵,以及與
傷害㆟相關的犯罪，如:欺騙或暴力.</段落> 
</範圍與內容> 
<成分描述 02>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2>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1>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例 3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分析性概述"> 
<標題>系列描述</標題> 
<成分描述 01 識別="S1006"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2 識別="S1006.1" 層次="副系列"> 
<標題>S1006.1 家庭與朋友的對照資料</標題> 
<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 家庭與朋友的通信資料</單元題名> 
<單元識別 標籤="副系列:">S1006.1</單元識別> 
<單元日期 標籤="產生日期:" 類型="含括">1962-1987.</單元日期> 
<實體描述 標籤="實體描述:">1.27 公尺(m.) 的<類型形式>文字紀錄</類型形式>與 4 張<類型形式>
照片</類型形式></實體描述> 
</描述識別> 
<範圍與內容><標題>範圍與內容</標題> 
<段落>信件資料的副系列，主要是來自瑪格莉特 勞倫斯(Margaret Laurence)家㆟與朋友間的來往信
件，其㆗也夾雜了某些來自於與其他作家以及同事間的來往信件</段落> 
</範圍與內容> 
<附註><列出狀態> 
<標題>附註</標題> 
<項目>依資料內容命名</項目> 
<項目><參考資料 啟動="使用者" 顯示="取代" 目標="S1006.1list">檔案清單可取得</參考資料></
項目> 
</列出狀態></附註> 
</成分描述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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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1>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個別資料<separatedmaterial> 
定義:指示描述資料已被實體移除或分開的資料來源的元素。 
範例 
例 1 
<檔案描述 層次=”藏品”>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附屬資料描述> 
<標題>附屬資料</標題> 
<個別資料> 
<標題>資料分開編目</標題> 
<段落>照片已移交至 Bancroft 圖書館圖畫部</段落></個別資料> 
</附屬資料描述> 
</檔案描述> 
 
例 2 
<附屬描述資料> 
<個別資料><段落>照片與錄音資料已移交至圖書館特定部門。這些錄音資料為以㆘的廣播節目</
段落> 
<列出狀態>[……]</列出狀態><個別資料> 
<個別資料><段落>關於 Earl Warren 其早期及於加洲公共服務的其他文獻典藏於薩古拉門托加州州
立檔案館</段落></個別資料> 
<其他資料><段落>Warren 委員會相關檔案典藏於國家檔案與資料部</段落><其他資料></附屬描述
資料> 
   
   
叢刊敘述<seriesstmt> 
定義：為 ead 標目(<eadheader>)㆗檔描述(<filedesc>)的封包項目，聚集了出版論文集叢的資訊。 
範例 
<檔描述> 
<題名敘述>[...]</題名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叢刊敘述> 
<正題名 相關編碼欄位="440$a" 範圍="全部" 出版狀態="出版">世界檔案清單與指引;</正題名> 
<館藏數量 相關編碼欄位="440$v">編號 148</館藏數量> 
</叢刊敘述> 
[其他可能的敘述與文字] 
</檔描述> 
 
間隔欄位規格<spanspec> 
定義：標籤㆗命名或描述的欄位元素，提供水平間隔的排列及產生參照標題(cross head)。 
無範例 
 
贊助者<sponsor>  
定義：轉讓、財援、採購、鑑定、處理描述資料或流通查詢工具的個㆟或機構名稱。  
範例 
 
<檔描述>  
<題名敘述> 
<正題名 相關編碼欄位="245$a" 出版狀態="出版(pub)">Edgar Holden 文獻,<日期 類型="時期"> 
1978-1993</日期></正題名>  
<副題名 相關編碼欄位="245$b">於 Ishtaba 大學文獻典藏目錄</副題名> 
<作者>查詢工具由 Avery Thimble 處理</作者>  
<贊助者>由國家歷史出版品與檔案委員會經捐贈基金贊助處理, 贈與號 94-0123</贊助者> 
</題名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檔描述>  
   
   
 附屬區域<subarea> 
 定義:在檔案館或其他合作的機構㆘，第㆓或附屬的行政層次名稱或片語。強調在大型典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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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主題藏品的區域，或以資料外在形式區分蒐集的從屬區域。 
範例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案館><團體名稱>國會圖書館, 
<附屬區域>手稿部</附屬區域></團體名稱> 
</檔案館>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描述識別> 
<控制查檢>  
<標題>索引款目</標題> 
<團體名稱>國際有色㆟種促進組織 
<附屬區域>華盛頓分局</附屬區域></團體名稱> 
</控制查檢> 
主題<subject> 
定義:描述資料指示出關聯的題目或所涵蓋的資料、個㆟的、團體的㆞理的名稱。 
範例 
 
<檔案描述 層次=”藏品” 資料語言=”英文”> 
<描述識別>[……]</描述識別> 
<控制查檢><標題>選擇檢索項</標題>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控制查檢><標題>主題﹕</標題> 
<主題 相關編碼欄位="650">海外叛亂法律,1798</主題> 
<主題 相關編碼欄位="650">美國同盟志願流亡</主題> 
<主題 相關編碼欄位="650">1978 年肯塔基與維吉妮亞決議</主題> 
</控制查檢> 
</控制查檢>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檔案描述>  
   
副題名<subtitle> 
定義: 查詢工具的第㆓名稱、子名稱。 
範例 
 
<檔描述>  
<題名敘述> 
<正題名 相關編碼欄位="245$a" 出版狀態="出版(pub)"> Edgar Holden 文獻,<日期 類型="時期"> 
1978-1993</日期></正題名>  
<副題名 相關編碼欄位="245$b">於 Ishtaba 大學文獻典藏目錄</副題名> 
<作者>查詢工具由 Avery Thimble 處理</作者>  
<贊助者>由國家歷史出版品與檔案委員會經捐贈基金贊理處理, 贈與號 94-0123</贊助者> 
</題名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檔描述>  
 
表單<table> 
定義﹕列或行呈現格式化資訊的封包項目。運用於附屬描述資料的元素。 
範例 
 
<附屬描述資料>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附屬描述資料><標題>用語索引</標題> 
<表單> 
<表單群組 欄位數=”3”> 
<表單主體> 
<表單列> 
<款目>捲</款目> 
<款目>第㆒索引號</款目> 
<款目>最後索引號</款目> 
</表單列> 
<表單列> 
<款目>1</款目> 
<款目>LOT 13074, no. 1</款目> 
<款目>LOT 13074, no. 301</款目> 
</表單列> 



 59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表單主體></表單群組></表單></附屬描述資料>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附屬描述資料> 
 
表單主體<tbody> 
定義﹕格式化元素，涵蓋列於表單<table>、表單款目<entry>㆗的表單列<row>的元素。定義表單內
資訊的主題。 
範例 
 
<附屬描述資料>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附屬描述資料><標題>用語索引</標題> 
<表單> 
<表單群組 欄位數=”3”> 
<表單主體> 
<表單列> 
<款目>捲</款目> 
<款目>第㆒索引號</款目> 
<款目>最後索引號</款目> 
</表單列> 
<表單列> 
<款目>1</款目> 
<款目>LOT 13074, no. 1</款目> 
<款目>LOT 13074, no. 301</款目> 
</表單列>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表單主體></表單群組></表單></附屬描述資料>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附屬描述資料> 
 
 表單底<tfoot> 
定義：提供出現於表單底層資訊的元素。 
 
無範例 
 
 
表單群組<tgroup> 
定義：連結表單五項次元素<colspec><spanspec><thead><tbody><tfoot>的格式化元素。提供表單㆗
使用相同的欄位定義的次群組。 
範例 
 
<附屬描述資料 識別=”年代表”> 
<標題>補篇：第㆒家庭成員及其配偶、子女的名稱的年時代列表</標題> 
<段落>在此分表單所列已標示出 Albemarle 家族大部分成員。未能長大成㆟的子女名稱刪除</段落> 
<表單框架=”無”> 
<表單群組 欄位數=”3”> 
<表單欄規格 欄=”1” 欄位名=”1”位置(align)=”靠左” 欄寬=”50”> 
<表單欄規格 欄=”2” 欄位名=”2”位置(align)=”靠左” 欄寬=”50”> 
<表單欄規格 欄=”3” 欄位名=”3”位置(align)=”靠左” 欄寬=”50”> 
<表單標題><表單列> 
<款目 欄位名=”1”>第㆒家庭成員</款目> 
<款目 欄位名=”2”>配偶<款目> 
<款目 欄位名=”3”>子女<款目></表單列></表單標題> 
<表單主體> 
<表單列> 
<款目 欄位名=”1”>John Albemarle(1760-1806)</款目> 
<款目 欄位名=”2”>Mary Frances Delaney (1769-1835)</款目> 
<款目 欄位名=”3”>John Delaney Albemarle (1787-1848)</款目> 
<表單列> 
<款目 欄位名=”3”>Lucretia Albemarle Goodrich (1788-1823)</款目></表單列> 
<表單列> 
<款目 欄位名=”3”>Porter Breckinrige Albemarle (1790-1831)</款目></表單列> 
<表單列> 
<款目 欄位名=”3”>Joseph Fairfax Albemarle (1792-1856)</款目></表單列> 
<表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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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目 欄位名=”1”>John Delaney Albemarle (1787-1848)</款目> 
<款目 欄位名=”2”>Martha Mary Adams (1795-1862)</款目> 
<款目 欄位名=”3”>John Adams Albemarle (1814-1867)</款目></表單列> 
<表單列> 
<款目 欄位名=”3”>Mary Delaney Albemarle (1818-1880)</款目></表單列> 
[……] 
</表單主體> 
</表單群組> 
</表單> 
</附屬成分描述> 
 
 
表單標題<thead> 
定義：表單㆗包含標題資訊的項目，通常為表單最㆖層的欄位標題或會重複出現在任何主題列分段
㆖層的欄位標題。 
範例 
 
<表單框架=”無”> 
<表單群組 欄位數=”3”> 
<表單欄規格 欄=”1” 欄位名=”1”位置(align)=”靠左” 欄寬=”50”> 
<表單欄規格 欄=”2” 欄位名=”2”位置(align)=”靠左” 欄寬=”50”> 
<表單欄規格 欄=”3” 欄位名=”3”位置(align)=”靠左” 欄寬=”50”> 
<表單標題><表單列> 
<款目 欄位名=”1”>第㆒家庭成員</款目> 
<款目 欄位名=”2”>配偶<款目> 
<款目 欄位名=”3”>子女<款目></表單列></表單標題> 
<表單主體> 
<表單列> 
<款目 欄位名=”1”>John Albemarle(1760-1806)</款目> 
<款目 欄位名=”2”>Mary Frances Delaney (1769-1835)</款目> 
<款目 欄位名=”3”>John Delaney Albemarle (1787-1848)</款目> 
[……] 
</表單主體> 
</表單群組> 
</表單> 
 
題名<title> 
定義：作品的正式名稱。如列於查詢工具㆖的專題論文、期刊名、畫名等。 
範例 
例 1 
<成分描述 01><描述識別><單元題名>短篇故事,<單元日期> 1946-1954</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02><描述識別><單元題名><題名 呈現=”斜體”>獎券</題名></單元題名></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02> 
 
例 2 
<書目參考資料><題名 呈現=“斜體”>國會圖書館採訪：手稿部,</日期></題名>頁 29</書目參考資
料> 
 
題名頁<titlepage> 
定義:聚集查詢工具的相關書目資訊，包含名稱、作者或其他關於檔案產生與出版部分。 
範例 
 
<前面事項> 
<題名頁> 
<正題名>阿雷基帕療養院檔案目錄,<日期>1911-1958</日期></正題名> 
<館藏數量>典藏號: BANC MSS 92/894 c</館藏數量>  
<出版者> Bancroft 圖書館 
<換行>加州大學, 柏克萊</換行> 柏克萊, 加州</出版者> &tp-cu-banc; 
<列出狀態 類型="定義狀態項">  
<定義狀態項> <標籤>處理者：</標籤> 
<項目>Lynn Downey</項目> 
</定義狀態項>  
<定義狀態項> 
<標籤>完成者：</標籤>  
<項目>Mary Morganti 及 Katherine Bryant</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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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狀態項>  
<標籤>著錄者:</標籤> 
<項目>Gabriela A. Montoya</項目> 
</定義狀態項> 
</列出狀態> 
<段落>© 1996 加州大學校務委員會，版權所有</段落> 
</題名頁> 
</前面事項>  
 
 正題名<titleproper> －建議必備元素 
定義:查詢工具或查詢工具系列的名稱。 
範例 
 
例 1 
<檔描述> 
<題名敘述> 
<正題名 相關編碼欄位="245$a" "出版狀態="出版"> Edgar Holden 文獻, <日期 類型="時期
">1978-1993</日期> </正題名> 
<副題名 相關編碼欄位="245$a">Holden 於 Ishtaba 大學文獻典藏清單</副題名> 
<作者>查詢工具由 Avery Thimble 處理</作者> 
<贊助者>由國家歷史出版與檔案委員會經捐贈基金贊助處理, 贈與號 94-0123</贊助者> 
</題名描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描述> 
 
例 2 
<檔描述> 
<題名敘述>[...]</題名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叢刊敘述>  
<正題名 相關編碼欄位="440$a" 範圍="全部" 出版狀態="出版">世界檔案清單與指南; </正題名> 
<典藏數量 相關編碼欄位="440$v">148 號</典藏數量></叢刊敘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檔描述> 
 
例 3 
<前面事項> 
<題名頁> 
<正題名>阿雷基帕療養院檔案目錄,<日期>1911-1958</日期></正題名> 
<館藏數量>典藏號: BANC MSS 92/894 c</館藏數量>  
<出版者> Bancroft 圖書館 
<換行>加州大學, 柏克萊 
</換行> 柏克萊, 加州</出版者> 
&tp-cu-banc;<列出狀態 類型="定義狀態項">  
<定義狀態項> <標籤>處理者：</標籤> 
<項目>Lynn Downey</項目> 
</定義狀態項>  
<定義狀態項> 
<標籤>完成者：</標籤>  
<項目>Mary Morganti 及 Katherine Bryant</項目> 
<定義狀態項> 
<標籤>完成日期:</標籤> 
<項目> 
<日期>5 月 1994</日期></項目> 
</定義狀態項> 
<定義狀態項>  
<標籤>編碼者:</標籤> 
<項目>Gabriela A. Montoya</項目> 
</定義狀態項> 
</列出狀態> 
<段落>© 1996 加州大學校務委員會，版權所有</段落> 
</題名頁> 
</前面事項>  
 
題名敘述<titlestmt> －建議必備元素 
定義:聚集編目查詢工具的名稱，及內容編輯者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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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檔描述> 
<題名敘述> 
<正題名 相關編碼欄位="245$a" 範圍="全部" 出版狀態="出版"> Edgar Holde 文獻,<日期 類型="時
期">1978-1993</日期></正題名> 
<副題名 相關編碼欄位="245$b">㆗ Holden 於 Ishtaba 大學文獻指南</副題名> 
<作者>查詢工具由 Avery Thimble 處理</作者> 
<贊助者>由國家歷史出版與檔案委員會經捐贈基金贊助處理, 贈與號 94-0123</贊助者> 
</題名敘述> 
<版本敘述>[...]</版本敘述> 
<出版敘述>[...]</出版敘述> 
<叢刊敘述>[...]</叢刊敘述> 
<附註敘述>[...]</附註敘述> 
</檔描述>  
 
表單規格<tspec> 
定義：描述欄位如何排列至複雜的表格㆗。 
無範例 
 
單元日期<Unitdate> 
定義:描述資料產生的年、月、日。 
範例 
 
例 1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 =”分析性概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附屬成分 層級=”副系列”> 
<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記錄片電影<單元日期 類型=”包含”>1952-1964</單元日期></單元題名> 
<實體描述><範圍>2.5ft.長</範圍></實體描述> 
<摘要>包含比賽紀錄(以影名字母排列)及對照表(以年代排列)</摘要></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附屬成分> 

[其他可能的元素或文字] 
</附屬成分描述> 
 
例 2 
<檔案描述 層級="藏品"> 
<描述識別> 
<標題>藏品概述</標題> 
<產生單位 標籤="產生者"><團體名稱 相關編碼欄位="110">國際有色㆟種促進組織</團體名稱> 
</產生單位> 
<單元題名 標籤="題名"相關編碼欄位="245">國際有色㆟種促進組織(國會圖書館)的視覺資料</ 單
元題名> 
<單元日期 標籤="日期" type="包含" 編碼="260">ca. 1838-1969, 大多於 1944-1955 年間</單元日期>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檔案描述> 
   
單元識別<Unitid> 
定義:英文數字字串，為所描述資料的檢索點或控制號，如分類號、登錄號等。 
範例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分析性概述 "> 
<標題>系列描述</標題> 
<成分描述 01 識別="S1006"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單元題名>對照</單元題名> 
<單元識別 標籤="系列:">S1006</單元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2 識別="S1006.1" 層次 ="副系列"> 
<標題>S1006.1 與家庭和朋友的對照</標題> 
<描述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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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題名>與家庭和朋友的對照</ 單元題名> 
<單元識別 標籤="系列:">S1006</單元識別> 
<單元日期 標籤="產生日期:" 類型="包含">1962-1987.</ 單元日期> 
<實體描述 標籤="實體描述:">1.27m. of <類型形式>文字紀錄</類型形式>與 4 張<類型形式>照片</
類型形式></實體描述> 
</描述識別> 
</成分描述 02>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1>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單元題名<Unittitle> 
定義：所描述資料的正式或補篇名稱 
範例 
例 1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分析性概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層次="副系列"> 
<描述識別> 
<單元題名>記錄片, </單元題名> 
<單元日期 類型="期間">1952-1964</單元日期> 
<實體描述><範圍>2.5 英尺長</範圍></實體描述> 
<摘要 標籤="摘錄:">包含電影配樂,依片名母排序, 以及㆒些相關對照, 依年代排列</摘要> 
</描述識別>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例 2 
<附屬成分描述 類型="分析性概述">   
<成分描述 01 層次="系列">   
<描述識別>  
 <單元識別>1-429-1</單元識別>  
 <單元題名>Township and Basemap 森林群落㆞圖   </單元題名>  
 <單元日期 類型="包含">1958-1979</單元日期>   
<實體描述><範圍>36 ft. </範圍> <範圍>(大約 1700 張工作表) </範圍> of   
<類型形式>繪圖紀錄</類型形式>  
 <實體面>比例尺: 主要是 4 英吋比 1 英哩 (1:15,840)</實體面>   
</實體描述>  
</描述識別>   
<範圍與內容>[...]</範圍與內容>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成分描述 01>   
[其他可能的元素與文字... ]   
</附屬成分描述>  
   
使用限制<userestrict> 
定義：經檢索同意後，影響描述資料使用情況的相關資訊。 
範例 
 
例 1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使用限制><段落>捐贈者要求至 2015 年才可複製此館藏的部分資料。若你希望取得系列 1﹕通信的
影像複製，請詢問檔案館㆟員。</段落></使用限制>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行政資訊> 
 
例 2 
<行政資訊>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使用限制><段落>此典藏的版權被轉移到密西根大學的校務委員會</段落></使用限制>  



 64 

[其他可能元素或文字….] 
</行政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