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藏品單元(unit)層級關係圖 

公報議事錄類： 

 

 
填表者：                      

案 
全
宗 類 目 

說明：公報議事錄層級依序為全宗、類型、類、綱、目；「案」

為最小藏品單位。 

影像檔 

原件(典藏品)之藏品單元層級

原件(典藏品)與複製品(典藏品)

類
型 綱 



03 藏品單元(unit)群組關係圖 

 

填表者：                      

群組關係 1：套件或合件(公報議事錄) 

說明：公報議事錄最小單元為案。 

案一 

文件一 

群組關係 2：關聯 

說明：檔案最小單元為案 — 同一案可能包含相關著錄之關聯關係。 

如：同一案由的公報與議事錄彼此連結。 

文件一 

關聯一 



04 Metadata 藏品元素需求表 修改日期:11/16/2004 

元素中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機關代碼  Institution 
Number 

 檔案典藏機構代

碼 
臺灣省諮議會代碼預設為

「001」 
全宗號  Record 

Group 
Number 

 產生該檔案的機

構代號 
臺灣省參議會全宗號預設

為「001」，其全宗號參見「全

宗號代碼表」 
類型  Type  物件的類型 預設為「0-公報；1-議事

錄」，其類型參見「類型代

碼表」 
屆別  Term name  屆次 屆別參見「屆別代碼表」 
大會別  Meeting 

name 
 定期大會或臨時

大會 
大會別參見「大會別代碼

表」 
會次別  Conference  會議次序 會議別參見「會次別代碼

表」 
會議主席  Chairman  大會主席  
議員  Assemblyman  提案議員或出席

議員 
議員名參見「議員名代碼

表」 
機關  Institution  回答機關 機關名參見「機關名代碼

表」 
屆別號 Term 屆別代碼 屆別代碼參見「屆別代碼

表」 
大會別號 Meeting 大會別代碼 大會別代碼參見「大會別代

碼表」 
類號 Classification 類號代碼 台灣省諮議會公報/議事錄/

議員質詢提案彙編分類的

第一層級，其類號參見「類

號代碼表」 

典藏號 

綱號 

Collection 
Number 

Outlines 綱號代碼 台灣省諮議會公報/議事錄/
議員質詢提案彙編分類的

第二層級，其綱號參見「綱

號代碼表」 



元素中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目號 Category 目號代碼 台灣省諮議會公報/議事錄/
議員質詢提案彙編分類的

第三層級，其目號參見「目

號代碼表」 

 

案號 

 

Archival 
number 

檔案代碼 依檔案建置順序著錄流水

號 
卷  Volume  公報卷號 卷號參見「卷號代碼表」 
期  Number  公報期號 期號參見「期號代碼表」，

多值時以「；」區隔。 
全宗名  Record 

Group 
Name 

 產生該檔案的機

構名稱 
台灣省諮議會公報/議事錄/
議員質詢提案彙編的全宗

名預設「台灣省參議會」，

其全宗名參見「全宗名代碼

表」 
類名  Classification 

Name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分類的第一層級

之分類名稱 

台灣省諮議會公報/議事錄/
議員質詢提案彙編分類的

第一層級為類，其類名參見

「類名代碼表」 
綱名  Outline 

Name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分類的第二層級

之分類名稱 

台灣省諮議會公報/議事錄/
議員質詢提案彙編分類的

第二層級為綱，其綱名參見

「綱名代碼表」 
目名  Category 

Name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分類的第三層級

之分類名稱 

台灣省諮議會公報/議事錄/
議員質詢提案彙編分類的

第三層級為目，其目名參見

「目名代碼表」 
案由 
(主旨) 

 Title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內容摘要描述 

內容摘要字數不限 

時間 起 Date Start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起始的時間 

時間採西元，以年月日註

記，格式為 yyyy-mm-dd，

如月或日遇缺，須以 00 補

齊 



元素中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迄  End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最後的時間 

時間採西元，以年月日註

記，格式為 yyyy-mm-dd，

如月或日遇缺，須以 00 補

齊 
文號  Proposal 

Number 
 內部提案文號/

公文文號 
字數內含國字、數字及標點

符號，多值時以「；」區隔

保存狀況  Preserve 
Condition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目前的保存狀況

預設為「良好」，參見保存

狀況代碼表(良好/輕度破損

/嚴重破損/其它) 
別名權威

控制 
人名權威 Authority 

Control 
Name 
Authority 
Control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內容中人名的相

關資訊 

多值時以「；」區隔，並與

人名權威檔系統合作 

首頁次 Start 依「類型-屆次-定期-大會別

- 頁 碼 」 編 號 ， 例 如 ：

「0-09-1-04-1901」(著錄方

式類似註冊碼方格一樣輸

入數值，並且每個方格輸入

完成之後會自動跳到下個

方格。) 

掃描號 

最後頁次 

Image 

Number

End 

該公報/議事錄/
議員質詢提案彙

編的影像掃瞄號

依「類型-屆次-定期-大會別

- 頁 碼 」 編 號 ， 例 如 ：

「0-09-1-04-1903」(著錄方

式類似註冊碼方格一樣輸

入數值，並且每個方格輸入

完成之後會自動跳到下個

方格。) 
編號 Number 該公報/議事錄/

議員質詢提案彙

編的影像儲存的

光碟片 

依掃描檔案文號索引為影

像儲存之光碟片編號 

檔案格式 File Form TIFF 檔與 JPG 檔  

影像 

光碟片 

典藏位置 

Image 

Disk 

Volume 

Location

光碟片存放位置 依掃描檔案文號索引為光

碟片放置架號 



元素中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使用限制   Use 

Restrict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影像使用限制 

TIFF 檔預設為「不開放」，

參見「使用限制代碼表」；

JPG 檔預設為「開放」，參

見「使用限制代碼表」 
典藏地  Stack Area  目前公報/議事

錄/議員質詢提

案彙編典藏地點

預設為「台灣省諮議會」 

典藏位置  Volume 
Location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在典藏架的位置

預設為「圖書資料館三樓」

來源  Origin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取得來源 

預設為「台灣省參議會」，

參見「來源代碼表」 

取得方式  Resource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取得方式 

預設為「承襲」，參見「取

得方式代碼表」 

入藏時間  Acquisition 
Date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到館時間 

時間格式為「yyyy-mm-dd」

1998-12-21 

語文  Language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書寫語文類別 

預設為「中文」，參見「語

文代碼表」，多值時以「；」

區隔 
版本  Edition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版本類別 

預設為「原件」，參見「版

本代碼表」 

關聯號 Related 
Number  

關聯公報/議事

錄/議員質詢提

案彙編編號 

 

關聯名 Related Name 關聯公報/議事

錄/議員質詢提

案彙編名稱 

 

關聯 

關聯敘述 

Relation 

Related 
Description 

關聯公報/議事

錄/議員質詢提

案彙編內容描述

 

登錄者  Cataloger  公報/議事錄/議 系統自動產生 



元素中文名稱 元素英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Element Subelement 

定義 著錄規範 

Name 員質詢提案彙編

資料建制者 
修改者  Modifier 

Name 
 公報/議事錄/議

員質詢提案彙編

資料修改者 

系統自動產生 

備註  Notes  未能於上述欄位

著錄之補充說明

如缺件 

 



05 Metadata 元素代碼表單 

元素中文名稱 
Element Qualifier 

代碼 

類型號 類型  0 公報/1 議事錄 
全宗號 全宗名  001 臺灣省參議會/002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003 臺灣省議會

屆別號 屆別 
 01 第一屆/02 第二屆/03 第三屆/04 第四屆/05 第五屆/06 第

六屆/07 第七屆/08 第八屆/09 第九屆/10 第十屆 

大會別號 大會別 

 101 第一次大會/102 第二次大會/103 第三次大會/104 第四

次大會/105 第五次大會/106 第六次大會/107 第七次大會

/108 第八次大會/109 第九次大會/110 第十次大會/111 第

十一次大會/000 成立大會/201 第一次臨時大會/202 第二

臨時次大會/203 第三次臨時大會/204 第四次臨時大會/205
第五次臨時大會/206 第六次臨時大會/207 第七次臨時大

會/208 第八次臨時大會/209 第九次臨時大會/210 第十次

臨時大會/211 第十一次臨時大會/212 第十二次臨時大會

/213 第十三次臨時大會/214 第十四次臨時大會/215 第十

五次臨時大會/216 第十六次臨時大會/217 第十七次臨時

大會/218 第十八次臨時大會/219 第十九次臨時大會/220
第二十次臨時大會/221 第二十一次臨時大會/222 第二十

二次臨時大會/223 第二十三次臨時大會/224 第二十四次

臨時大會/225 第二十五次臨時大會  

會次別 

 第一次會議/第二次會議/第三次會議/第四次會議/第五次

會議/第六次會議/第七次會議/第八次會議/第九次會議/第
十次會議/第十一次會議/第十二次會議/第十三次會議/第
十四次會議/第十五次會議/第十六次會議/第十七次會議/
第十八次會議/第十九次會議/第二十次會議/第二十一次

會議/第二十二次會議/第二十三次會議/第二十四次會議/
第二十五次會議/第二十六次會議/第二十七次會議/第二

十八次會議/第二十九次會議/第三十次會議/第三十一次

會議/第三十二次會議/第三十三次會議/第三十四次會議/
第三十五次會議/第三十六次會議/第三十七次會議/第三

十八次會議/第三十九次會議/第四十次會議/第四十一次

會議/第四十二次會議/第四十三次會議/第四十四次會議/
第四十五次會議/第四十六次會議/第四十七次會議/第四

十八次會議/第四十九次會議/第五十次會議/第五十一次

會議/第五十二次會議/第五十三次會議/第五十四次會議/
第五十五次會議/第五十六次會議/第五十七次會議/第五



十八次會議/第五十九次會議/第六十次會議/第六十一次

會議/第六十二次會議/第六十三次會議/第六十四次會議/
第六十五次會議/ 

議員  詳參『議員代碼表』檔案 
機關  詳參『機關代碼表』檔案 
類號 類名  詳參『公報議事錄分類表』檔案 
綱號 綱名  詳參『公報議事錄分類表』檔案 
目號 目名  詳參『公報議事錄分類表』檔案 

卷號 

 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第
八卷/第九卷/第十卷/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第十三卷/第十

四卷/第十五卷/第十六卷/第十七卷/第十八卷/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第二十二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

卷/第二十五卷/第二十六卷/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八卷/第二

十九卷/第三十卷/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二卷/第三十三卷/第
三十四卷/第三十五卷/第三十六卷/第三十七卷/第三十八

卷/第三十九卷/第四十卷/第四十一卷/第四十二卷/第四十

三卷/第四十四卷/第四十五卷/第四十六卷/第四十七卷/第
四十八卷/第四十九卷/第五十卷/第五十一卷/第五十二卷/
第五十三卷/第五十四卷/第五十五卷/第五十六卷/第五十

七卷/第五十八卷/第五十九卷/第六十卷/第六十一卷/第六

十二卷/第六十三卷/第六十四卷/第六十五卷/第六十六卷/
第六十七卷/第六十八卷/第六十九卷/第七十卷/第七十一

卷/第七十二卷/第七十三卷/第七十四卷/第七十五卷/第七

十六卷/第七十七卷/第七十八卷/第七十九卷/第八十卷/第
八十一卷/第八十二卷/第八十三卷/第八十四卷/第八十五

卷/第八十六卷/第八十七卷/第八十八卷/第八十九卷/第九

十卷/ 

期號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第七期/第
八期/第九期/第十期/第十一期/第十二期/第十三期/第十

四期/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第十七期/第十八期/第十九期/
第二十期/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第二十四

期/第二十五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二

十九期/第三十期/第三十一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三期/第
三十四期/第三十五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七期/第三十八

期/第三十九期/第四十期/第四十一期/第四十二期/第四十

三期/第四十四期/第四十五期/ 
機密等級  普通/密件/機密/極機密/絕對機密 
保存狀況  良好/輕度破損/嚴重破損/其它 (其他欄位可鍵入不屬前



列範圍的保存狀況) 
檔案格式  JPG 檔/ TIFF 檔 
來源  台灣省參議會/台灣省臨時省議會/台灣省議會 
取得方式  舊藏/移轉/購置/捐贈/寄存/其他 (其他欄位可鍵入不屬前

列範圍的保存狀況) 
語文  中文/英文/日文/其他 

TIFF 檔 不開放/限閱/限印/開放 光碟片使用限制 

JPG 檔 開放/限閱/限印/不開放 
 



06 Metadata 著錄範例表單 

元素中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實例 

類型  公報 

機關代碼  臺灣省諮議會(假設預設為 001) 
全宗號  002 
屆別  9 
大會別  3 
會次別   
會議主席   
議員  林春德 
機關   

屆別號 09 
大會別號 03 
類號 5 
綱號 4 
目號 2 

典藏號 

案號 00001 
全宗名  臺灣省議會 
類名  提案 
綱名  決議案辦理情形 
目名  議員報告案 
卷  96 
期  15 

案由(主旨) 
 擬具「江永安先生等陳情案」專案調處小組報告

書，請審議案。 
起  時間 
迄  

文號  民字第一六○二號 
保存狀況  良好 
別名權威控制 人名 無 

TIFF 檔 T0900401(假設) 光碟片編號 
JPG 檔 J0900401(假設) 
TIFF 檔 光碟櫃編號 影像典藏位置 
JPG 檔 硬碟；光碟櫃編號 

影像掃瞄號  0-09-0-04-1901 (表類型-屆次-定期-大會別-頁碼)



元素中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實例 

TIFF 檔 不開放 
光碟片使用限制 

JPG 檔 開放 
典藏地  臺灣省諮議會 
典藏位置  圖書資料館三樓 
來源  臺灣省議會 
取得方式  承襲 
入藏時間  19920121 
語文  中文 
版本  原件 

關聯號 無 
關聯名 無 

關聯 

關聯敘述 無 
登錄者   
修改者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