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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中研院後設資料工作組把主題計畫提出之需求經系統化，架構化與國際標準化之後，呈現於本份「後
設資料需求規格書 version 0.1」中，主要係作為主題計畫與系統開發者之間的溝通橋樑，其中，我
們建議主題計畫進行需求規格書確認工作時務必著重於以下的部份： 
1. 計畫簡介 
2. 系統說明 
3. 著錄欄位架構 
4. 後設資料標準比對表 
5. 功能需求說明 
6. 代碼表 
7. 需求規格書確認表單 
而系統開發人員在系統實際建置時，可著重於以下之部份： 
1. 資料結構表 
2. 後設資料標準比對表 
3. 功能需求說明 
4. 代碼表 
 
 
 
 
1. 計畫簡介 
 

1.1  計畫說明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以下簡稱本館)典藏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Taiwan Soutokufu Archives）

為日前世界保存最完整的戰前日本殖民機構統治文書，紀錄了日本治臺五十年間，臺灣在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發展，其中，隨各式文書被保留至今的大尺寸圖檔，包括了臺灣各
地的市區改正圖、建築圖、鑛區圖、學區圖……等等，是目前罕見的臺灣歷史空間資料，對還原臺
灣近百年發展脈落，有相當大的助益。 
本子計畫為「典藏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數位化計畫」中之一環，主要執行工作即希望透過計畫
進行，將原本已逾五十年至百年以上紙本資料數位化處理，並建立符合國際通用標準規格之國家數
位典藏系統，開放於網際網路供大眾使用，以同時達成保存原始檔案及促進檔案內容應用的兩大效
益。 
 

1.2   計畫目標 
(一) 達成臺灣總督府檔案的保存及開放應用。 
  1、完成基本資料庫之後設欄位建檔格式。 

2、後設資料分析填寫。 
3、建立臺灣總督府檔案及大尺寸圖檔檢索查詢系統。 

(二) 建立檔案數位化過程及管理標準規範，作為日後本館其他檔案數位化參考。 
(三) 人才培育，培育本館檔案數位化之人才，希望在計畫結束後，所培育之人才能繼續從事其他珍
貴檔案數位化工作，並具有管理數位化系統運作能力。 
 

1.3   計畫參與人員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蕭富隆主任秘書、鄒擅銘組長、洪瑞豐編纂、張清輝專員、張谷源、張家榮、蕭明治、何岳峰、范
子文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後設資料工作組： 

陳亞寧、陳淑君、陳雅惠、沈漢聰 (需求規格書撰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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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說明 
 

2.1  系統目標 
(一) 史料保存方面： 
提供典藏機構管理檔案原件及影像之使用管理機制，以作為數位化檔案開放、重複運用之基礎。 
(二) 開放應用方面： 
提供網際網路線上檢索及線上調閱(全文流覽)，使檔案之利用向更廣大的使用者開放。 

 
2.2   系統範圍 

(一)系統範圍 
本計畫希望能賡續過去與中央研究院五年學術合作計畫之成果，提供完整檔案與圖檔之檢索，並希
望未來結合 GIS 系統、權威檔、索引典……等，以期使用上更臻完美，另外，也提本本館未來在檔
案與影像管理上的資訊基礎。 
 
(二)使用對象 
本計畫預期之使用對象包括下列： 
1. 管理層級：即本館人員，作為檔案管理上的輔助工具，例外，也隨時更新、修正資料庫系統，以
提供完善對外服務。 
2. 史學研究：研究者主要以總督府檔案 A3 以下文書為研究對象，並輔予大尺寸圖檔部分參考，如
國內外歷史學者與檔案學者。 
3. 空間研究：研究者主要以總督府檔案大尺寸圖檔為研究對象，並輔予 A3 以下文書部分參考，如
地理、建築、土木相關領域研究者。 
4.教育者與一般使用者：提供學校教學可能使用教材，鄉土相關資訊，呈現檔案應用的多元可能。 
 
 
 
 
 
 
3. 著錄欄位架構 

 
3.1  著錄架構 

著錄架構之主要目的在於讓主題計畫參與同仁確認建檔時所需著錄之後設資料欄位與欄位的先後排
序。 
 
1.全宗層次 

項目名稱 欄位值 
類型 【系統自動產生】 
典藏地  
機關代碼  
典藏機關 【系統自動產生】 
全宗號  
全宗名  
檔案附屬層級 副全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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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列層次 

項目名稱 欄位值 
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件號  

檔案附屬層級 

件名  
冊名  

舊冊號  冊號 
新冊號  

裝訂冊 

保存年限  
典藏號 【系統自動產生】 

起  頁碼 
迄  

內容描述  
關鍵詞  
立案者  
公文字號  

起  西曆 
迄  

年號 【系統自動產生】 
年 【系統自動產生】 
月 【系統自動產生】 

起 

日 【系統自動產生】 
年號 【系統自動產生】 
年 【系統自動產生】 
月 【系統自動產生】 

時間 

日曆 

迄 

日 【系統自動產生】 
人名  
機關  

內容資訊 

地名  
語文別  語文 
語文代碼  
編號  
典藏位置  

微縮片 

使用限制  
首頁號  掃描號 
最後頁號  
儲存媒體  
影像格式  
影像大小  
媒體編號  
典藏位置  

影像資訊 

儲存資訊

影像使用限制  
版本  

來源  
取得方式  

入藏資訊 

入藏時間  
版權  

原件  典藏位置 
影本  

保存狀況  
裱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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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欄位值 
原件使用限制  

登錄者 【系統自動產生】 
建檔日期 【系統自動產生】 
修改者 【系統自動產生】 

編目資訊 

修改時間 【系統自動產生】 
讀者事項  備註 
管理事項  

 
 
3. 附件層次 
 

項目名稱 欄位值 
典藏號  

附件名  檔案附屬層級 
附件號  

頁碼  
內容描述  

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  
第三層級  

附件分類層級 

第四層級  
長  尺寸 
寬  

紙張材質  
筆法或印刷法  
視角或投影法  

比例  比例尺 
尺寸單位  

東邊座標  
西邊座標  
南邊座標  

繪製空間

北邊座標  
最高值  

空間資訊 

地表高度
最低值  

生產者  
西曆  

年號  
年  
月  

生產資訊 
生產時間

日曆 

日  
出版者  

西曆  
年號  
年  
月  

出版資訊 
出版時間

日曆 

日  
人名  
機關  

內容資訊 

地名  
語文別  語文 
語文代碼  
掃描號  

儲存媒體  
影像資訊 

儲存資訊
影像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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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欄位值 
影像大小  
媒體編號  
典藏位置  

  

影像使用限制  
保存狀況  
裱褙狀況  
附件使用限制  

登錄者 【系統自動產生】 
建檔日期 【系統自動產生】 
修改者 【系統自動產生】 

編目資訊 

修改時間 【系統自動產生】 
讀者事項  備註 
管理事項  

 
 
 
 
 

3.2   著錄範例 
依上述之著錄架構所填寫的著錄範例如下： 

 
1. 全宗層次 

項目名稱 欄位值 
類型 檔案【系統自動產生】 
典藏地 中華民國臺灣省南投縣 
機關代碼 th 
典藏機關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系統自動產生】 
全宗號 000 
全宗名 臺灣總督府 
檔案附屬層級 副全宗名 01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2. 系列層次 

項目名稱 欄位值 
副全宗名 01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系列名 05 明治四十二年至大正八年 
副系列名 03 警察門 
宗名 03 行政警察類 
件號 006 

檔案附屬層級 

件名 塩水港岸內間電話新設工事竣工精算書等 
冊名 大正二年永久保存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二十三卷 

舊冊號 02110 冊號 
新冊號 02110 

裝訂冊 

保存年限 永久保存 
典藏號 00002110006【系統自動產生】 

起 0084 頁碼 
迄 0105 

內容描述 塩水港至岸內派出所間申請新設電話線於大正二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竣工所呈報相關書類 

關鍵詞 電話線；新設工事；設計書；精算書 
立案者 警察本署警務課 
公文字號 民警第二六三五之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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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欄位值 
起 19130207 西曆 
迄 19131226 

年號 大正【系統自動產生】 
年 02【系統自動產生】 
月 02【系統自動產生】 

起 

日 07【系統自動產生】 
年號 大正【系統自動產生】 
年 02【系統自動產生】 
月 12【系統自動產生】 

時間 

日曆 

迄 

日 26【系統自動產生】 
人名 津田毅一；棉谷；野崎大吉；龜山理平太 
機關 塩水港支廳；岸內派出所 

內容資訊 

地名 塩水港；岸內；布袋嘴 
語文別 日文 語文 
語文代碼 Jpn 
編號 000000000123 
典藏位置 1F4200000 

微縮片 

使用限制 開放 
首頁號 000021100060083 掃描號 
最後頁號 000021100060104 
儲存媒體 VCD Disk 
影像格式 TIFF 
影像大小 50 
媒體編號 000031000123 
典藏位置 1B1100000 

儲存資訊

影像使用限制 不開放 
儲存媒體 VCD Disk 
影像格式 JPEG 
影像大小 5 
媒體編號 000032000004 
典藏位置 1B1200000 

影像資訊 

儲存資訊

影像使用限制 不開放 
版本 原件 

來源 臺灣省政府秘書處文書科 
取得方式 轉移 

入藏資訊 

入藏時間 19560700 
版權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原件 1F4100000 典藏位置 
影本 1F3100000 

保存狀況 良好 
裱褙狀況 無須裱褙 
原件使用限制 不開放 

登錄者 【系統自動產生】 
建檔日期 【系統自動產生】 
修改者 【系統自動產生】 

編目資訊 

修改時間 【系統自動產生】 
讀者事項  備註 
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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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件層次 
 
附件一： 

項目名稱 欄位值 
典藏號 00002110006 

附件名 塩水港岸內間電話新設工事圖 檔案附屬層級 
附件號 000021100060086M 

頁碼 0086 
內容描述 大正二年二月六日嘉義廳長請設塩水港岸內間電話線 

第一層級 圖 
第二層級 土木 
第三層級 交通工程 

附件分類
層級 

第四層級 管線工程 
長 36.0 尺寸 
寬 27.0 

紙張材質 美濃紙 
筆法或印刷法 毛筆 
視角或投影法 配置圖 

比例 1:500 比例尺 
尺寸單位  

東邊座標  
西邊座標  
南邊座標  

繪製空間

北邊座標  
最高值  

空間資訊 

地表高度
最低值  

生產者  
西曆  

年號  
年  
月  

生產資訊 
生產時間

日曆 

日  
出版者  

西曆  
年號  
年  
月  

出版資訊 
出版時間

日曆 

日  
人名  
機關 岸內派出所；鹽水港支廳；頭竹圍派出所；鹽水港製糖會社

內容資訊 

地名 八掌溪；岸內；鹽水港 
語文別 日文 語文 
語文代碼 Jpn 
掃描號 000021100060086 

儲存媒體 VCD Disk 
影像格式 TIFF 
影像大小 50 
媒體編號 000031000123 
典藏位置 1B1100000 

儲存資訊

影像使用限制 不開放 
儲存媒體 VCD Disk 
影像格式 JPEG 
影像大小 5 

影像資訊 

儲存資訊

媒體編號 000032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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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欄位值 
典藏位置 1B1200000   
影像使用限制 不開放 

保存狀況 良好 
裱褙狀況 無須裱褙 
附件使用限制 不開放 

登錄者 【系統自動產生】 
建檔日期 【系統自動產生】 
修改者 【系統自動產生】 

編目資訊 

修改時間 【系統自動產生】 
讀者事項  備註 
管理事項  

 
 
附件二： 

項目名稱 欄位值 
典藏號 00002110006 

附件名 塩水港岸內間電話新設工事圖二 檔案附屬層級 
附件號 000021100069002001M 

頁碼  
內容描述 大正二年二月六日嘉義廳長請設塩水港岸內間電話線 

第一層級 圖 
第二層級 土木 
第三層級 交通工程 

附件分類
層級 

第四層級 管線工程 
長 56.0 尺寸 
寬 27.0 

紙張材質 美濃紙 
筆法或印刷法 毛筆 
視角或投影法 配置圖 

比例 1:500 比例尺 
尺寸單位  

東邊座標  
西邊座標  
南邊座標  

繪製空間

北邊座標  
最高值  

空間資訊 

地表高度

最低值  
生產者  

西曆  
年號  
年  
月  

生產資訊 
生產時間

日曆 

日  
出版者  

西曆  
年號  
年  
月  

出版資訊 
出版時間

日曆 

日  
人名  
機關 岸內派出所；鹽水港支廳；頭竹圍派出所；鹽水港製糖會社

內容資訊 

地名 八掌溪；岸內；鹽水港 
語文別 日文 語文 
語文代碼 J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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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欄位值 
掃描號 000021100060086 

儲存媒體 VCD Disk 
影像格式 TIFF 
影像大小 50 
媒體編號 000131000123 
典藏位置 1B1100000 

儲存資訊

影像使用限制 不開放 
儲存媒體 VCD Disk 
影像格式 JPEG 
影像大小 5 
媒體編號 000132000004 
典藏位置 1B1200000 

影像資訊 

儲存資訊

影像使用限制 不開放 
保存狀況 良好 
裱褙狀況 無須裱褙 
附件使用限制 不開放 

登錄者 【系統自動產生】 
建檔日期 【系統自動產生】 
修改者 【系統自動產生】 

編目資訊 

修改時間 【系統自動產生】 
讀者事項  備註 
管理事項  

 
 
 
4. 資料結構表 
 

4.1  需求欄位建置表 
本需求欄位建置表主要是把主題計畫所提出的需求欄位經系統化、架構化與後設資料標準化之後，

並列成單表供系統開發人員建置資料庫時設定欄位所用，同時也供程式設計人員在撰寫程式時參考

使用。需求欄位建置表之各項說明如下： 
 項目名稱：主題計畫所需著錄項目之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項目名稱對應之英文名稱。 
 資料型態：著錄資料之資料型態。包括： 

 Int 存放有效數字型態的整數資料。 
 Float 存放浮點數型態的資料。 
 Varchar、Text 存放純文字型態的資料。 

 大小：欄位所需之空間，以 byte 為單位。一個英文字元或一個阿拉伯數字需用一個 byte 表示，

而一個中文字元則需兩個 byte 表示。 
 
1. 全宗層次 

項目名稱 英文名稱 資料型態 大小 
類型 Type Varchar 4 
典藏地 Goegraphic Location Varchar 20 
機關代碼 Institution Code Varchar 10 
典藏機關 Administrator Unit Varchar 20 
全宗號 Group Name Varchar 3 
全宗名 Group Number Varchar 40 
檔案附屬層級 副全宗名 Description of 

Subordinate Components
Subgroup Name Varchar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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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列層次 

項目名稱 英文名稱 資料型態 大小
副全宗名 Subgroup Name Varchar 60 

系列名 Series Name Varchar 60 
副系列名 Subseries Name Varchar 60 
宗名 Subject Name Varchar 60 
件號 Item Number Varchar 3 

檔案附屬層級 

件名 

Description 
of 
Subordinate 
Components

Item Name Varchar 160 
冊名 Volume Name Varchar 60 

舊冊號 Old Volume Number Varchar 10 冊號 
新冊號 

Volume 
Number New Volume Number Varchar 10 

裝訂冊 

保存年限 

Volume 

Original Preserve  years Varchar 40 
典藏號 Call Number Varchar 11 

起 Begin Int 10 頁碼 
迄 

Page Number
End Int 10 

內容描述 Content Description Text - 
關鍵詞 Keyword Varchar 60 
立案者 Originative Institution Varchar 40 
公文字號 Item Number Varchar 80 

起 Start Varchar 10 西曆 
迄 

Chronology 
End Varchar 10 

年號 Reign Varchar 20 
年 Year Varchar 20 
月 Month Varchar 10 

起 

日 

Start 
 

Day Varchar 10 
年號 Reign Varchar 20 
年 Year Varchar 20 
月 Month Varchar 10 

時間 

日曆 

迄 

日 

Date 

Japan Chronology

End 

Day Varchar 10 
人名 Name Information Varchar 200 
機關 Corporate Information Varchar 200 

內容資訊 

地名 

Content 
Information 

Toponym Information Varchar 200 
語文別 Type Varchar 20 語文 
語文代碼 

Language 
Identifier Varchar 10 

編號 Microfilm Number Varchar 14 
典藏位置 Microfilm Location Varchar 40 

微縮片 

使用限制 

Microfilm  

Restrict Varchar 20 
首頁號 First Image Number Int 10 掃描號 
最後頁號 

Scan 
No. Last Image Number Int 10 

儲存媒體 Storage Medium Varchar 20 
影像格式 Format Varchar 20 
影像大小 Size Varchar 20 
媒體編號 Disk & Recording Number Varchar 20 
典藏位置 Image Location Varchar 20 

影像資訊 

儲存資訊

影像使用限制 

Image 

Storage 
Info. 

Image Use Restrict Varchar 20 
版本 Edition Varchar 10 

來源 Origin Varchar 20 
取得方式 Resource Varchar 10 

入藏資訊 

入藏時間 

Acquistion 
Info. 

Acquisition Date Varchar 10 
版權 Copy Right Varchar 30 

原件 File Varchar 20 典藏位置 
影本 

Stack  
Area  Copy Volume Location Varchar 20 

保存狀況 Preserve Condition Varchar 20 
裱褙狀況 Paper Condition Varcha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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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英文名稱 資料型態 大小
原件使用限制 Use  Restrict Varchar 20 

登錄者 Cataloger Name Varchar 10 
建檔日期 Cataloging Date Varchar 10 
修改者 Modifier Name Varchar 10 

編目資訊 

修改時間 

Cataloging 
History 

Modifier Date Varchar 10 
讀者事項 Noter For Readers Text - 備註 
管理事項 

Notes 
Notes For Manager Text - 

 
 
3. 附件層次 
 

項目名稱 英文名稱 資料型態 大小
典藏號 Call Number Varchar 11 

附件名 Attachment  Name Varchar 160 檔案附屬層級 
附件號 

Attachment 
Attachment Number Varchar 16 

頁碼 Page Number Int 10 
內容描述 Content Description Text - 

第一層級 Level 1 Varchar 30 
第二層級 Level 2 Varchar 30 
第三層級 Level 3 Varchar 30 

附件分類層級 

第四層級 

Attachment 
Type 

Level 4 Varchar 30 
長 Length Varchar 10 尺寸 
寬 

Size of 
Attachments Width Varchar 10 

紙張材質 Material of Support Varchar 20 
筆法或印刷法 Method of Drawing╱Publication Varchar 20 
視角或投影法 Point of View╱Method of Representation Varchar 20 

比例 value Varchar 20 比例尺 
尺寸單位 

Scale 
Unit of Measurement Varchar 10 

東邊座標 West Bounding 
Coordinates 

Varchar 10 

西邊座標 East Bounding 
Coordinates 

Varchar 10 

南邊座標 North Bounding 
Coordinates 

Varchar 10 

繪製空間

北邊座標 

Spatial 
Domain 
of 
Drawing

South Bounding 
Coordinates 

Varchar 10 

最高值 Hightest Varchar 10 

空間資訊 

地表高度
最低值 

Spatial Info. 

Height 
Lowest Varchar 10 

生產者 Name Varchar 40 
西曆 Chronology Varchar 10 

年號 Reign Varchar 20 
年 Year Varchar 10 
月 Month Varchar 10 

生產資訊 
生產時間

日曆 

日 

Creator of 
Drawing Time 

Japan 
Chronol
ogy 

Day Varchar 10 
出版者 Name Varchar 40 

西曆 Chronology Varchar 10 
年號 Reign Varchar 20 
年 Year Varchar 10 
月 Month Varchar 10 

出版資訊 
出版時間

日曆 

日 

Pulish of 
Drawing Time 

Japan 
Chronol
ogy 

Day Varchar 10 
人名 Name Information Varchar 200 
機關 Corporate Information Varchar 200 

內容資訊 

地名 

Content 
Information 

Toponym Information Varchar 200 
語文別 Type  Varchar 20 語文 
語文代碼 

Language 
Identifier Varchar 10 

影像資訊 掃描號 Image Scan No. Varcha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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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英文名稱 資料型態 大小
儲存媒體 Storage Medium Varchar 20 
影像格式 Format Varchar 20 
影像大小 Size Varchar 20 
媒體編號 Disk & Recording Number Varchar 20 
典藏位置 Image Location Varchar 20 

 儲存資訊

影像使用限制 

 Storage 
Info. 

Image Use Restrict Varchar 20 
保存狀況 Preserve Condition Varchar 20 
裱褙狀況 Paper Condition Varchar 20 
附件使用限制 Use Restrict Varchar 20 

登錄者 Cataloger Name Varchar 10 
建檔日期 Cataloging Date Varchar 10 
修改者 Modifier Name Varchar 10 

編目資訊 

修改時間 

Cataloging 
History 

Modifier Date Varchar 10 
讀者事項 Notes For Readers Text - 備註 
管理事項 

Notes 
Notes For Manager Text - 

 
 
 
 
 
 

4.2   需求欄位屬性表 
需求欄位屬性表主要是把主題計畫之需求欄位的屬性彙集整理，並列成表單供系統建置人員參考使

用．需求欄位屬性表之各項說明如下： 
 項目名稱：主題計畫所需著錄項目之中文名稱。 
 必填：標示“＊”者表示為必填欄位，建檔時需填寫該欄位之值，不能空白。 
 多值：標示“◎”者表示為多值欄位，該組欄位資料可重覆著錄。 
 屬性：標示該欄位的屬性，包括： 

 「唯一」表示欄位的值在資料庫中是唯一存在的。 
 「下拉式選單」表示著錄方式為下拉式的選單。 
 「二維下拉式選單」表示著錄方式為二維的下拉式選單。 
 「下拉式選單與自行填寫」表示此欄位同時需下拉式選單與自行填寫兩種著錄格式。 
 「對應下拉式選單」表示兩欄位之下拉式選單代碼間有對應之關係，不管著錄人員

選擇哪個欄位之代碼，另一欄位對應之代碼需同時被選取。 
 「關連下拉式選單」表示此欄位的下拉式選項與其他欄位產生關連，其選單代碼會

隨關連欄位之值改變而變動。 
 「預設值」表示由系統先預設一個欄位值，著錄人員在著錄時可變更此值。 
 「固定值」表示由系統產生一個固定值，且著錄人員無法變更此值。 
 「系統自動產生」表示該欄位的值是由系統自動產生，非由著錄人員著錄。 
 「link」表示該欄位需連結外部資料庫。 

 提供者：記錄這筆資料是由系統自動產生或由填表人所填入。 
 
 
1. 全宗層次 

項目名稱 必填 多值 屬性 提供者
類型 ＊  固定值：檔案 

系統自動產生 
系統 

典藏地 ＊  預設值：中華民國臺灣省南投縣 填表人

機關代碼 ＊  預設值：th 填表人
典藏機關 ＊  固定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系統自動產生 
系統 

全宗號 ＊  預設值：001 填表人

全宗名 ＊  預設值：臺灣總督府 填表人
檔案附屬層級 副全宗名 ＊ 下拉式選單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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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列層次 

項目名稱 必填 多值 屬性 提供者
副全宗名 ＊  下拉式選單 填表人

系列名   副全宗名關連下拉式選單 填表人

副系列名   系列名關連下拉式選單 填表人
宗名   副系列名關連下拉式選單 填表人
件號 ＊   填表人

檔案附屬層級 

件名 ＊   填表人
冊名 ＊   填表人

舊冊號    填表人冊號 
新冊號 ＊   填表人

裝訂冊 

保存年限   下拉式選單 填表人
典藏號 ＊  系統自動產生 

【註一】 
系統 

起    填表人頁碼 
迄    填表人

內容描述    填表人

關鍵詞  ◎  填表人
立案者    填表人
公文字號  ◎  填表人

起    填表人西曆 
迄  

 
  填表人

年號 系統自動產生 
【註二】 

系統 

年 系統自動產生 
【註二】 

系統 

月 系統自動產生 
【註二】 

系統 

起 

日 系統自動產生 
【註二】 

系統 

年號 系統自動產生 
【註二】 

系統 

年 系統自動產生 
【註二】 

系統 

月 系統自動產生 
【註二】 

系統 

時間 

日曆 

迄 

日 

 

系統自動產生 
【註二】 

系統 

人名  ◎ Link 人名權威檔 填表人
機關  ◎ Link 機關權威檔 填表人

內容資訊 

地名  ◎  填表人
語文別   語文代碼對應下拉式選單或

自行填寫 
預設值：日文 

填表人語文 

語文代碼  

◎

 語文別對應下拉式選單或自
行填寫 
預設值：Jpn 

填表人

編號    填表人
典藏位置    填表人

微縮片 

使用限制   下拉式選單 
預設值：開放 

填表人

首頁號    填表人掃描號 
最後頁號 

 
   填表人

影像資訊 

儲存資訊 儲存媒體   ◎  下拉式選單或自行填寫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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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必填 多值 屬性 提供者
影像格式   下拉式選單或自行填寫 填表人

影像大小    填表人
媒體編號    填表人
典藏位置   預設值：1F4000000 填表人

  

影像使用限制 

 

  下拉式選單 
預設值：不開放 

填表人

版本 ＊  下拉式選單 
預設值：原件 

填表人

來源   下拉式選單或自行填寫 
預設值：臺灣省政府秘書處
文書科 

填表人

取得方式   下拉式選單或自行填寫 
預設值：移轉 

填表人

入藏資訊 

入藏時間 

 

  下拉式選單或自行填寫 
預設值：19530700 

填表人

版權 ＊  預設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填表人

原件    填表人典藏位置 
影本 

 
   填表人

保存狀況   下拉式選單或自行填寫 填表人

裱褙狀況   下拉式選單 填表人
原件使用限制   下拉式選單 

預設值：不開放 
填表人

登錄者 ＊  系統自動產生 系統 
建檔日期 ＊  系統自動產生 系統 
修改者   系統自動產生 系統 

編目資訊 

修改時間   系統自動產生 系統 
讀者事項  ◎  填表人備註 
管理事項  ◎  填表人

 
註一： 
典藏號欄位之欄位值係由系統所自動產生，其產生方便是將全宗號、新冊號、件號組合起來，如下
所示： 
 

全宗號（3 碼）+ 新冊號（5 碼）+ 件號（3 碼）= 典藏號（11 碼） 
例：  000      +    02110     +   006      =   00002110006 
 
典藏號在呈現時，以「全宗號-新冊號-件號」的方式展示，如：000-02110-006 
 
 
註二： 
日曆部份之欄位值由系統自動產生，著錄人員填寫西曆起迄「yyyymmdd」，日曆起迄就比照到下列

「日本年代對照表」由系統自動轉換呈現。 

日本年代對照表 
西曆 日曆  西曆 日曆 西曆 日曆 

1895 年 明治 28 年  1912 年 大正元年 1926 年 昭和元年 
1896 年 明治 29 年  1913 年 大正 2 年 1927 年 昭和 2 年 
1897 年 明治 30 年  1914 年 大正 3 年 1928 年 昭和 3 年 
1898 年 明治 31 年  1915 年 大正 4 年 1929 年 昭和 4 年 
1899 年 明治 32 年  1916 年 大正 5 年 1930 年 昭和 5 年 
1900 年 明治 33 年  1917 年 大正 6 年 1931 年 昭和 6 年 
1901 年 明治 34 年  1918 年 大正 7 年 1932 年 昭和 7 年 
1902 年 明治 35 年  1919 年 大正 8 年 1933 年 昭和 8 年 
1903 年 明治 36 年  1920 年 大正 9 年 1934 年 昭和 9 年 
1904 年 明治 37 年  1921 年 大正 10 年 1935 年 昭和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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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年代對照表 
西曆 日曆  西曆 日曆 西曆 日曆 

1905 年 明治 38 年  1922 年 大正 11 年 1936 年 昭和 11 年
1906 年 明治 39 年  1923 年 大正 12 年 1937 年 昭和 12 年
1907 年 明治 40 年  1924 年 大正 13 年 1938 年 昭和 13 年

1908 年 明治 41 年  1925 年 大正 14 年 1939 年 昭和 14 年
1909 年 明治 42 年  1926 年 大正 15 年 1940 年 昭和 15 年
1910 年 明治 43 年    1941 年 昭和 16 年

1911 年 明治 44 年    1942 年 昭和 17 年
1912 年 明治 45 年    1943 年 昭和 18 年

     1944 年 昭和 19 年

     1945 年 昭和 20 年
 
 
 
3. 附件層次 

項目名稱 必填 多值 屬性 提供者

典藏號 ＊   填表人
附件名    填表人檔案附屬層級 
附件號 

＊
   填表人

頁碼    填表人
內容描述    填表人

第一層級 ＊  下拉式選單 填表人

第二層級   第一層級關連下拉式選單 填表人
第三層級   第二層級關連下拉式選單 填表人

附件分類層級 

第四層級 

 

  第三層級關連下拉式選單 填表人

長    填表人尺寸 
寬 

 
   填表人

紙張材質   下拉式選單或自行填寫 填表人

筆法或印刷法  ◎ 下拉式選單或自行填寫 填表人
視角或投影法  ◎ 下拉式選單或自行填寫 填表人

比例    填表人比例尺 
尺寸單位 

 
 

◎

 下拉式選單或自行填寫 填表人

東邊座標    填表人

西邊座標    填表人

南邊座標    填表人

繪製空間

北邊座標    填表人

最高值    填表人

空間資訊 

地表高度

最低值 

 

   填表人

生產者    填表人

西曆    填表人

年號   填表人

年   填表人

月   填表人

生產資訊 
生產時間

日曆 

日 

 

  填表人

出版者    填表人

西曆    填表人

年號   填表人

年   填表人

月   填表人

出版資訊 
出版時間

日曆 

日 

 

  填表人

人名  ◎  填表人內容資訊 
機關 

 
 ◎  填表人



 18

項目名稱 必填 多值 屬性 提供者
 地名   ◎  填表人

語文別   語文代碼對應下拉式選單
或自行填寫 
預設值：日文 

填表人語文 

語文代碼 

 

 

◎

 語文別對應下拉式選單或
自行填寫 
預設值：Jpn 

填表人

掃描號    填表人

儲存媒體   下拉式選單或自行填寫 填表人
影像格式   下拉式選單或自行填寫 填表人
影像大小    填表人

媒體編號    填表人
典藏位置   預設值：1F4000000 填表人

影像資訊 
儲存資訊

影像使用限制 

 

 

◎

 下拉式選單 
預設值：不開放 

填表人

保存狀況   下拉式選單或自行填寫 
預設值：良好 

填表人

裱褙狀況   下拉式選單 
預設值：無須裱褙 

填表人

附件使用限制   下拉式選單 
預設值：不開放 

填表人

登錄者 ＊  系統自動產生 系統
建檔日期 ＊  系統自動產生 系統
修改者   系統自動產生 系統

編目資訊 

修改時間 

 

  系統自動產生 系統
讀者事項  ◎  填表人備註 
管理事項 

 
 ◎  填表人

 
 
 
 
5. 後設資料標準比對表 
後設資料標準的對照是作為本計畫後設資料欄位和國際後設資料標準的接軌，以及與國際間其他主
題計畫作 XML 資料交換的關鍵機制。以下分別是本計畫後設資料欄位與 EAD、MARC21 及 Dublin Core
兩種後設資料標準之比對表。 
 
 

5.1   EAD、MACR21 Mapping  
 

1. 全宗層次 
項目名稱 EAD MARC21 

類型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id> 
<physdesc><genreform encodinganalog="655$a"> 

655 INDEX TERM –GENRE/FORM 
$a Genre/form data or focus term 

典藏地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id> 
<repository><address><addressline> 

852 LOCATION 
$e Address 

機關代碼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id> 
<unitid repositorycode="機關代碼" label="Record 
Group Number:" encodinganalog="852$j"> 

852 LOCATION 
$a Location 

典藏機關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id> 
<repository><corpname encodinganalog="852$a"> 

852 LOCATION 
$a Location 

全宗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id> 
<unitid repositorycode="機關代碼" label="Record 
Group Number:" encodinganalog="852$j"> 

852 LOCATION 
$j Shelving control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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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EAD MARC21 
全宗名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id> 

<unittitle label="Record Group Name:" 
encodinganalog="245$a"> 

245 TITLE STATEMENT 
$a Title 

檔案附屬層級 副全宗名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 
<c01 level="subgrp"><did><unittitle label="Subgroup 
Name:" encodinganalog="245$a"> 

245 TITLE STATEMENT 
$a Title 

 
 
2. 系列層次 
項目名稱 EAD MARC21 

副全宗名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1 
level="subgrp"><did><unittitle label="Subgroup 
Name:" encodinganalog="245$a"> 

245 TITLE STATEMENT 
$a Title 

系列名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2 
level=“Series”><did><unittitle label="Series Name:" 
encodinganalog="245$a"> 

245 TITLE STATEMENT 
$a Title 

副系列名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3 
level="subseries"><did><unittitle label="Subseries 
Name:" encodinganalog="245$a"> 

245 TITLE STATEMENT 
$a Title 

宗名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4 
level="otherlevel" otherlevel="sub-subseries"> 
<did><unittitle label="Subject Name:" 
encodinganalog="245$a"> 

245 TITLE STATEMENT 
$a Title 

件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id><unittitle label="Number:" 
encodinganalog="852$j"> 

852 LOCATION 
$j Shelving control number 

檔案附屬

層級 

件名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id><unittitle label="Name:" 
encodinganalog="245$a"> 

245 TITLE STATEMENT 
$a Title 

冊名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arrangement encodinganalog="351$b"> 

351 ORGANIZ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MATERIALS 
$b Arrangement 

舊冊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arrangement encodinganalog="351$b"> 

351 ORGANIZ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MATERIALS  
$b Arrangement  

冊號 

新冊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arrangement encodinganalog="351$b"> 

351 ORGANIZ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MATERIALS 
$b Arrangement 

裝訂冊 

保存年限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arrangement encodinganalog="351$b"> 

351 ORGANIZ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MATERIALS  
$b Arrangement  

典藏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id><unitid label="Collection Number:" 
encodinganalog="852$j"> 

852 LOCATION 
$j Shelving control number 

起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id><note label="Page Number:" 
encodinganalog="300$a"> 

300 PHYSICAL DESCRIPTION 
$a Extent 

頁碼 

迄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id><note label="Page Number:" 
encodinganalog="300$a"> 

300 PHYSICAL DESCRIPTION 
$a Extent 

內容描述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id><abstract label="Content 
Description:" encodinganalog="520$a"> 

520 SUMMARY, ETC. 
$a Summary, etc. note 

關鍵詞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controlaccess><subject 
encodinganalog="650$a">  

650 SUBJECT ADDED ENTRY--TOPICAL 
TERM 
$a Topical term or geographic name entry 
element  

立案者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110 MAIN ENTRY--CORPORAT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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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EAD MARC21 
level="file"><did><origination> 
<corpname encodinganalog="110$a"> 

$a Corporate name or jurisdiction name as 
entry element 

公文字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id><note label="Originative Institution 
Number:" encodinganalog="500$a"> 

500 GENERAL NOTE 
$a General note 

起 西曆 
迄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id><unitdate label="Date:" 
type="inclusive" encodinganalog="245$f"> 

245 TITLE STATEMENT 
$f Inclusive dates 

年號 
年 
月 

起 

日 
年號 
年 
月 

時間 

日曆 

迄 

日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id><unitdate label="Date:" 
type="inclusive" encodinganalog="245$f"> 

245 TITLE STATEMENT 
$f Inclusive dates 

人名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controlaccess><persname 
encodinganalog="600$a"> 

600 SUBJECT ADDED ENTRY--PERSONAL 
NAME 
$a Personal name 

機關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controlaccess><corpname 
encodinganalog="610$a"> 

610 SUBJECT ADDED ENTRY--CORPORATE 
NAME 
$a Corporate name or jurisdiction name as 
entry element 

內容 
資訊 

地名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controlaccess><geogname 
encodinganalog="651$a"> 

651 SUBJECT ADDED 
ENTRY--GEOGRAPHIC NAME 
$a Geographic name 
 
 
 
 
 

語文別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id><langmaterial label="Language:" 
encodinganalog="041$a"><language langcode="語
文-語文代碼"> 

041 LANGUAGE CODE 
$a Language code of text/sound track 
or separate title 
 

語文 

語文代碼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id><langmaterial label="Language:" 
encodinganalog="041$a"><language langcode="語
文-語文代碼"> 

041 LANGUAGE CODE 
$a Language code of text/sound track or 
separate title 

編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altformavail><p><num>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a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典藏位置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altformavail><p>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a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微縮片 

使用限制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altformavail><p>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c Availability conditions 

首頁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ao><daodesc> 

856 ELECTRONIC LOCATION AND ACCESS 
$f Electronic name 

掃描號 

最後頁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ao><daodesc> 

856 ELECTRONIC LOCATION AND ACCESS 
$f Electronic name 

影像 
資訊 

儲存 
資訊 

儲存媒體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ao><daodesc>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a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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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EAD MARC21 
影像格式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ao><daodesc>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a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影像大小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ao><daodesc>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a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媒體編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ao><daodesc>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a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典藏位置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ao><daodesc>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a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影像使用

限制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ao><daodesc>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c Availability conditions 

版本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id><note label="Edition:" 
encodinganalog="250$a"> 

250 EDITION STATEMENT 
$a Edition statement 

來源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acqinfo><p><corpname 
encodinganalog="541$a"> 

541 IMMEDIATE SOURCE OF ACQUISITION 
NOTE 
$a Source of acquisition 

取得方式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acqinfo> 

541 IMMEDIATE SOURCE OF ACQUISITION 
NOTE 
$c Method of acquisition 

入藏資訊 

入藏時間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acqinfo><p><date type="accession" 
encodinganalog="541$d"> 

541 IMMEDIATE SOURCE OF ACQUISITION 
NOTE 
$d Date of acquisition 

版權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id><repository label="Copy Right:" 
encodinganalog="540$b" > 

540 TERMS GOVERNING USE AND 
REPRODUCTION NOTE 
$b Jurisdiction 

原件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id<physloc label="Location:" 
encodinganalog="852$b"> 

852 LOCATION 
$b Sublocation or collection 

典藏位置 
 

影本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altformavail>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a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保存狀況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processinfo encodinganalog="583$l"> 

583 ACTION NOTE 
$l Status 

裱褙狀況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processinfo encodinganalog="583$l"> 

583 ACTION NOTE 
$l Status 

原件使用限制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userestrict encodinganalog="540$a"> 

540 TERMS GOVERNING USE AND 
REPRODUCTION NOTE 
$a Terms governing use and reproduction 

登錄者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note><p><persname role="cataloger"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40$a">  

040 CATALOGING SOURCE 
$a Original cataloging agency 

建檔日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note><p><date type="Cataloging"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08 /00-05">  

008 FIXED-LENGTH DATA 
ELEMENTS--GENERAL INFORMATION 
00-05 Date entered on file 

修改者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note><p><persname role="modifier"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40$d">  

040 CATALOGING SOURCE 
$d Modifying agency 

編目資訊 

修改時間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note><p><date type="Modification"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05"> 

005 DATE AND TIME OF LATEST 
TRANSACTION 

備註 讀者事項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note><p> 

500 GENERAL NOTE 
$a General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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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EAD MARC21 
 管理事項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note><p> 
500 GENERAL NOTE 
$a General note 

 
 
3. 附件層次 
項目名稱 EAD MARC21 

典藏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5 
level="file"><did><unitid label="Collection Number:" 
encodinganalog="852$j"> 

852 LOCATION 
$j Shelving control number 

附件名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unittitle label="Name:" 
encodinganalog="245$a"> 

245 TITLE STATEMENT 
$a Title 

檔案附屬層

級 

附件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unitid label="Number:" 
encodinganalog="852$j"> 

852 LOCATION 
$j Shelving control number 

頁碼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note label="Page number:" 
encodinganalog="300$a"> 

300 PHYSICAL DESCRIPTION 
$a Extent 

內容描述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abstract label="Content 
Description:" encodinganalog="520$a"> 

520 SUMMARY, ETC. 
$a Summary, etc. note 

第一層級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controlaccess><subject 
encodinganalog="650$a"> 

650 SUBJECT ADDED ENTRY--TOPICAL 
TERM 
$a Topical term or geographic name entry 
element 

第二層級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controlaccess><subject 
encodinganalog="650$a"> 

650 SUBJECT ADDED ENTRY--TOPICAL 
TERM 
$a Topical term or geographic name entry 
element 

第三層級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controlaccess><subject 
encodinganalog="650$a"> 

650 SUBJECT ADDED ENTRY--TOPICAL 
TERM 
$a Topical term or geographic name entry 
element 

附件分類層

級 

第四層級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controlaccess><subject 
encodinganalog="650$a"> 

650 SUBJECT ADDED ENTRY--TOPICAL 
TERM 
$a Topical term or geographic name entry 
element 

長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physdesc><dimensions 
type="length" label="Size of Attachment-Length:" 
encodinganalog="300$c"> 

300 PHYSICAL DESCRIPTION 
$c Dimensions 

尺寸 

寬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physdesc><dimensions 
type="length" label="Size of Attachment-Length:" 
encodinganalog="300$c"> 

300 PHYSICAL DESCRIPTION 
$c Dimensions 

紙張材質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physdesc><physfacet 
type="material" label="Material of Support:" 
encodinganalog="300$b"> 

300 PHYSICAL DESCRIPTION 
$b Other physical details 

筆法或印刷法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physdesc><physfacet 
label="Method of Drawing/ Publication:" 
encodinganalog="500$a"> 

500 GENERAL NOTE 
$a General note 

視角或投影法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materialspec><materialspec 
label="Point of View/ Method of Representation:" 
encodinganalog="255$b"> 

255 CARTOGRAPHIC MATHEMATICAL DATA 
$b Statement of pro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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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EAD MARC21 
比例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materialspec><materialspec 
label="Scale:" encodinganalog="255$a"> 

255 CARTOGRAPHIC MATHEMATICAL DATA 
$a Statement of scale 

比例尺 

尺寸單位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materialspec><materialspec 
label="Unit of Measurement:" 
encodinganalog="255$a"> 

255 CARTOGRAPHIC MATHEMATICAL DATA 
$a Statement of scale 

東邊座標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materialspec><materialspec 
label="Spatial Domain of Drawing- East Bounding 
Coordinates:" encodinganalog="255$c"> 

255 CARTOGRAPHIC MATHEMATICAL DATA 
$c Statement of coordinates 

西邊座標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materialspec><materialspec 
label="Spatial Domain of Drawing- West Bounding 
Coordinates:" encodinganalog="255$c"> 

255 CARTOGRAPHIC MATHEMATICAL DATA 
$c Statement of coordinates 

南邊座標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materialspec><materialspec 
label="Spatial Domain of Drawing- South Bounding 
Coordinates:" encodinganalog="255$c"> 

255 CARTOGRAPHIC MATHEMATICAL DATA 
$c Statement of coordinates 

繪製

空間 

北邊座標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materialspec><materialspec 
label="Spatial Domain of Drawing- North Bounding 
Coordinates:" encodinganalog="255$c"> 

255 CARTOGRAPHIC MATHEMATICAL DATA 
$c Statement of coordinates 

最高值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materialspec><materialspec 
label="Height- Hightest:" encodinganalog="255$d"> 

255 CARTOGRAPHIC MATHEMATICAL DATA 
$d - Statement of zone 

空間資訊 

地表

高度 

最低值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materialspec><materialspec 
label="Height- Hightest:" encodinganalog="255$d"> 

255 CARTOGRAPHIC MATHEMATICAL DATA 
$d - Statement of zone 

生產者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origination 
label="Producer:"><persname 
encodinganalog="100$a"> 

100 MAIN ENTRY--PERSONAL NAME 
$a Personal name 

西曆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unitdate label="Produce date- 
Chronology:" type="inclusive" 
encodinganalog="245$f"> 

245 TITLE STATEMENT 
$f Inclusive dates 

年號 
年 
月 

生產資訊 

生產

時間 

日曆 

日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unitdate label="Produce date- 
Japan Chronology " type="inclusive" 
encodinganalog="245$f"> 

245 TITLE STATEMENT 
$f Inclusive dates 

出版者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origination 
label=”Publisher:”><persname 
encodinganalog="260$b"> 

260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IMPRINT) 
$b Name of publisher, distributor, etc. 

西曆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unitdate label=" Publication Date- 
Chronology:" type="inclusive" 
encodinganalog="260$c"> 

260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IMPRINT) 
$c Date of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年號 
年 
月 

出版資訊 

出版

時間 

日曆 

日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unitdate label="Publication Date- 
Japan Chronology:" type="inclusive" 
encodinganalog="260$c"> 

260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IMPRINT) 
$c Date of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內容資訊 人名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controlaccess><persname 
encodinganalog="600$a"> 

600 SUBJECT ADDED ENTRY--PERSONAL 
NAME 
$a Personal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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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EAD MARC21 
機關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controlaccess><corpname 
encodinganalog="610$a"> 

610 SUBJECT ADDED ENTRY--CORPORATE 
NAME 
$a Corporate name or jurisdiction name as 
entry element 

 

地名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controlaccess><geogname 
encodinganalog="651$a"> 

651 SUBJECT ADDED 
ENTRY--GEOGRAPHIC NAME 
$a Geographic name 

語文別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langmaterial label="Language:" 
encodinganalog="041$a"><language langcode="語
文-語文代碼"> 

041 LANGUAGE CODE 
$a Language code of text/sound track 
or separate title 
 

語文 

語文代碼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id><langmaterial label="Language:" 
encodinganalog="041$a"><language langcode="語
文-語文代碼"> 

041 LANGUAGE CODE 
$a Language code of text/sound track or 
separate title 

掃描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ao><daodesc> 

856 ELECTRONIC LOCATION AND ACCESS 
$f Electronic name 

儲存媒體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ao><daodesc>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a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影像格式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ao><daodesc>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a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影像大小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ao><daodesc>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a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媒體編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ao><daodesc>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a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典藏位置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ao><daodesc>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a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影像資訊 

儲存

資訊 

影像使用限

制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dao><daodesc>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NOTE 
$c Availability conditions 

保存狀況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processinfo encodinganalog="583$l"> 

583 ACTION NOTE 
$l Status 

裱褙狀況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processinfo encodinganalog="583$l"> 

583 ACTION NOTE 
$l Status 

附件使用限制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userestrict encodinganalog="540$a"> 

540 TERMS GOVERNING USE AND 
REPRODUCTION NOTE 
$a Terms governing use and reproduction 

登錄者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note><p><persname role="cataloger"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40$a"> 

040 CATALOGING SOURCE 
$a Original cataloging agency 

建檔日期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note><p><date type="Cataloging"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08 /00-05"> 

008 FIXED-LENGTH DATA 
ELEMENTS--GENERAL INFORMATION 
00-05 Date entered on file 

修改者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note><p><persname role="modifier"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40$d"> 

040 CATALOGING SOURCE 
$d Modifying agency 

編目資訊 

修改時間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note><p><date type="Modification"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05"> 

005 DATE AND TIME OF LATEST 
TRANSACTION 

備註 讀者事項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note><p> 

500 GENERAL NOTE 
$a General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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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EAD MARC21 
 管理事項 <archdesc level="recordgrp"><dsc><c06 

level="item"><note><p> 
500 GENERAL NOTE 
$a General note 

 
 
 
 

5.2   DC Mapping 
 
1. 全宗層次 

項目名稱 Dublin Core 
類型 Type 
典藏地 Description 
機關代碼 Description 
典藏機關 Rights 
全宗號 Identifier 
全宗名 Title 
檔案附屬層級 副全宗名 Title 
 
 
2. 系列層次 

項目名稱 Dublin Core 
副全宗名 Title 

系列名 Title 
副系列名 Title 
宗名 Title 
件號 Identifier 

檔案附屬層級 

件名 Title 
冊名 Description 

舊冊號 Description 冊號 
新冊號 Description 

裝訂冊 

保存年限 Description 
典藏號 Identifier 

起 Description 頁碼 
迄 Description 

內容描述 Description-Abstract 
關鍵詞 Subject 
立案者 Creator 
公文字號 Description 

起 Coverage-Temporal 西曆 
迄 Coverage-Temporal 

年號 Coverage-Temporal 
年 Coverage-Temporal 
月 Coverage-Temporal 

起 

日 Coverage-Temporal 
年號 Coverage-Temporal 
年 Coverage-Temporal 
月 Coverage-Temporal 

時間 

日曆 

迄 

日 Coverage-Temporal 
人名 Subject 
機關 Subject 

內容資訊 

地名 Subject 
語文別 Language 語文 
語文代碼 Language 

微縮片 編號 Relation-Has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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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Dublin Core 
典藏位置 Relation-Has Format  
使用限制 Relation-Has Format 

首頁號 Relation-Has Format 掃描號 
最後頁號 Relation-Has Format 
儲存媒體 Relation-Has Format 
影像格式 Relation-Has Format 
影像大小 Relation-Has Format 
媒體編號 Relation-Has Format 
典藏位置 Relation-Has Format 

影像資訊 

儲存資訊

影像使用限制 Relation-Has Format 
版本 Description  

來源 Description 
取得方式 Description 

入藏資訊 

入藏時間 Date 
版權 Rights 

原件 Description 典藏位置 
影本 Relation-Has Format 

保存狀況 Description 
裱褙狀況 Description 
原件使用限制 Rights 

登錄者 Contributor 
建檔日期 Date 
修改者 Contributor 

編目資訊 

修改時間 Date-Modified 
讀者事項 Description 備註 
管理事項 Description 

 
 
3. 附件層次 

項目名稱 Dublin Core 
典藏號 Identifier 

附件名 Title 檔案附屬層級 
附件號 Identifier 

頁碼 Description 
內容描述 Description 

第一層級 Subject 
第二層級 Subject 
第三層級 Subject 

附件分類層級 

第四層級 Subject 
長 Format-Extent 尺寸 
寬 Format-Extent 

紙張材質 Format-Medium 
筆法或印刷法 Description 
視角或投影法 Description 

比例 Format-Extent 比例尺 
尺寸單位 Format-Extent 

東邊座標 Coverage-Spatial 
西邊座標 Coverage-Spatial 
南邊座標 Coverage-Spatial 

繪製空間 

北邊座標 Coverage-Spatial 
最高值 Coverage-Spatial 

空間資訊 

地表高度 
最低值 Coverage-Spatial 

生產者 Creator 生產資訊 
生產時間 西曆 Date-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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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Dublin Core 
年號 Date-Created 
年 Date-Created 
月 Date-Created 

  日曆 

日 Date-Created 
出版者 Publisher 

西曆 Date-Issued 
年號 Date-Issued 
年 Date-Issued 
月 Date-Issued 

出版資訊 
出版時間 

日曆 

日 Date-Issued 
人名 Subject 
機關 Subject 

內容資訊 

地名 Subject 
語文別 Language 語文 
語文代碼 Language 
掃描號 Relation-Has Format 

儲存媒體 Relation-Has Format 
影像格式 Relation-Has Format 
影像大小 Relation-Has Format 
媒體編號 Relation-Has Format 
典藏位置 Relation-Has Format 

影像資訊 
儲存資訊 

影像使用限制 Relation-Has Format 
保存狀況 Description 
裱褙狀況 Description 
附件使用限制 Rights 

登錄者 Contributor 
建檔日期 Date 
修改者 Contributor 

編目資訊 

修改時間 Date-Modified 
讀者事項 Description 備註 
管理事項 Description 

 
 
 
 
 
 
 

5.3   EAD SGML 編碼 
 
下面所列為「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中每筆紀錄轉出之 SGML 碼。藍色字體部分為元素名稱，需
帶入該元素著錄之資料值，黑色字體部分為每筆紀錄必須包含之資料內容。 
 
<!DOCTYPE EAD PUBLIC“-//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DTD ead.dtd(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EAD)Version 1.0)//EN”“ead.dtd”> 
 
<ead relatedencoding="MARC21"> 
<eadheader langencoding="iso639-2b"> 
 
<eadid></eadid> 
 
<file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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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stmt> 
<titleproper>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titleproper> 
</titlestmt> 
<publicationstmt> 
<publisher>國史館臺灣文獻館</publisher> 
</publicationstmt> 
</filedesc> 
<profiledesc> 
<langusage><language>中文繁體</language></langusage> 
</profiledesc> 
</eadheader> 
 
<archdesc level="recordgrp"> 
<did> 
<head>全宗描述</head> 
<physdesc> 
<genreform encodinganalog="655$a">類型</genreform> 
</physdesc> 
<repository> 
<corpname encodinganalog="852$a">典藏機關</corpname> 
<address><addressline>典藏地</addressline></address> 
</repository> 
<unitid repositorycode="機關代碼" label="Record Group Number:" encodinganalog="852$j">全宗

號</unitid> 
<unittitle label="Record Group Name:" encodinganalog="245$a">全宗名</unittitle> 
</did> 
 
<dsc> 
<c01 level="subgrp"> 
<did> 
<head>副全宗描述</head> 
<unittitle label="Subgroup Name:" encodinganalog="245$a">副全宗名</unittitle> 
</did> 
 
 
<c02 level="series"> 
<did> 
<head>系列描述</head> 
<unittitle label="Series Name:" encodinganalog="245$a">系列名</unittitle> 
</did> 
 
 
<c03 level="subseries"> 
<did> 
<head>副系列描述</head> 
<unittitle label="Subseries Name:" encodinganalog="245$a">副系列名</unittitle> 
</did> 
 
 
<c04 level="otherlevel" otherlevel="sub-subseries"> 
<did> 
<head>宗描述</head> 
<unittitle label="Subject Name:" encodinganalog="245$a">宗名</unittitle> 
</did> 
 
 
<c05 level="file">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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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件描述</head> 
<unittitle label="Name:" encodinganalog="245$a">件名</unittitle> 
<unittitle label="Number:" encodinganalog="852$j">件號</unittitle> 
<unitid label="Collection Number:" encodinganalog="852$j">典藏號</unitid> 
<abstract label="Content Description:" encodinganalog="520$a">內容描述</abstract> 
<origination label="Originative institution"> 
<corpname encodinganalog="110$a">立案者</corpname> 
</origination> 
<unitdate label="Date:" type="inclusive" encodinganalog="245$f">時間-西曆-起 - 時間-西曆-迄
</unitdate> 
<unitdate label="Date:" type="inclusive" encodinganalog="245$f">時間-日曆-起-年號年月日 - 時
間-日曆-迄-年號年月日</unitdate> 
<langmaterial label="Language:" encodinganalog="041$a"><language langcode="語文-語文代碼

">語文</language></langmaterial> 
<repository label="Copy Right:" encodinganalog="540$b" >版權</repository> 
<physloc label="Location:" encodinganalog="852$b">典藏位置-原件</physloc> 
<note label="Edition:" encodinganalog="250$a"><p>版本</p></note> 
<note label="Originative Institution Number:" encodinganalog="500$a"><p>公文字號</p></note> 
<note label="Page Number:" encodinganalog="300$a"><p>頁碼-起 - 頁碼-迄</p></note> 
</did> 
 
<arrangement encodinganalog="351$b"> 
<head>裝訂冊</head> 
<p><unittitle>裝訂冊-冊名</unittitle> 
<num>裝訂冊-冊號-冊號舊</num> 
<num>裝訂冊-冊號-新冊號</num></p> 
<p>裝訂冊-保存年限</p> 
</arrangement> 
 
<controlaccess> 
<head>標題資訊</head> 
<controlaccess> 
<head>關鍵詞</head> 
<subject encodinganalog="650$a">關鍵詞</subject> 
</controlaccess> 
<controlaccess> 
<head>人名</head> 
<persname encodinganalog="600$a">內容資訊-人名</persname> 
</controlaccess> 
<controlaccess> 
<head>機關</head> 
<corpname encodinganalog="610$a">內容資訊-機關</corpname> 
</controlaccess> 
<controlaccess> 
<head>地名</head> 
<geogname encodinganalog="651$a">內容資訊-地名</geogname> 
</controlaccess> 
</controlaccess> 
 
 
<altformavail> 
<head>微縮片</head> 
<p><num>微縮片-編號</num></p> 
<p>微縮片-典藏位置</p> 
<p>微縮片-使用限制</p> 
</altforma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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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formavail> 
<head>影本</head> 
<p>影本-典藏位置</p> 
</altformavail> 
 
 
<dao> 
<daodesc> 
<head>影像資訊</head> 
<p>掃描號：<num>影像資訊-掃瞄號-首頁次 - 影像資訊-掃瞄號-最後頁次</num></p> 
<p>儲存資訊：儲存媒體,影像格式,影像大小,<num>媒體編號</num>,典藏位置,影像使用限制</p> 
</daodesc> 
</dao> 
 
<acqinfo> 
<head>入藏資訊</head> 
<p> 來 源 ： <corpname encodinganalog="541$a"> 入 藏 資 訊 - 來 源 </corpname>,<date 
type="accession" encodinganalog="541$d">入藏資訊-入藏時間</date></p> 
<p>入藏資訊-取得方式</p> 
</acqinfo> 
 
<processinfo encodinganalog="583$l"> 
<head>處理資訊</head> 
<p>保存狀況</p> 
<p>裱褙狀況</p> 
</processinfo> 
 
<userestrict encodinganalog="540$a"> 
<head>原件使用限制</head> 
<p>原件使用限制</p> 
</userestrict> 
 
<note> 
<p> 
<persname role="cataloger"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40$a">編目資訊 -登錄者

</persname> 
<persname role="modifier"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40$d"> 編目資訊 - 修改者

</persname> 
<date type="Cataloging"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08 /00-05">編目資訊-建檔日期

</date> 
<date type="Modification"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05">編目資訊-修改時間</date> 
</p></note> 
<note><p>備註-讀者事項備註</p></note> 
<note><p>備註-管理事項備註</p></note> 
 
 
<c06 level="item"> 
<did> 
<head>附件描述</head> 
<unittitle label="Name:" encodinganalog="245$a">附件名</unittitle> 
<unitid label="Number:" encodinganalog="852$j">附件號</unitid> 
<abstract label="Content Description:" encodinganalog="520$a">內容描述</abstract> 
<physdesc> 
<dimensions type="length" label="Size of Attachment-Length:" encodinganalog="300$c">尺寸-長
</dimensions> 
<dimensions type="width" label="Size of Attachment-Width:" encodinganalog="300$c ">尺寸-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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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physfacet type="material" label="Material of Support:" encodinganalog="300$b"> 紙張材質

</physfacet> 
<physfacet label="Method of Drawing/ Publication:" encodinganalog="500$a">筆法或印刷法

</physfacet> 
</physdesc> 
<materialspec label="Mathematical Data"> 
<materialspec label="Scale:" encodinganalog="255$a">比例尺-比例</materialspec> 
<materialspec label="Unit of Measurement:" encodinganalog="255$a"> 比 例 尺 - 尺 寸 單 位

</materialspec> 
<materialspec label="Point of View/ Method of Representation:" encodinganalog="255$b">視角或

投影法</materialspec> 
<materialspec label="Spatial Domain of Drawing- Eest Bounding Coordinates:" 
encodinganalog="255$c">空間資訊-繪製空間-東邊座標</materialspec> 
<materialspec label="Spatial Domain of Drawing- Wast Bounding Coordinates:" 
encodinganalog="255$c">空間資訊-繪製空間-西邊座標</materialspec> 
<materialspec label="Spatial Domain of Drawing- South Bounding Coordinates:" 
encodinganalog="255$c">空間資訊-繪製空間-南邊座標</materialspec> 
<materialspec label="Spatial Domain of Drawing- North Bounding Coordinates:" 
encodinganalog="255$c">空間資訊-繪製空間-北邊座標</materialspec> 
<materialspec label="Height- Hightest:" encodinganalog="255$d">空間資訊-地表高度-最高值

</materialspec> 
<materialspec label="Height- Hightest:" encodinganalog="255$d">空間資訊-地表高度-最低值

</materialspec> 
</materialspec> 
<origination label="Producer:"> 
<persname encodinganalog="110$a">生產資訊-生產者</persname> 
</origination> 
<unitdate label="Produce date- Chronology:" type="inclusive" encodinganalog="245$f">生產資訊-
生產時間-西曆</unitdate> 
<unitdate label="Produce date- Japan Chronology " type="inclusive" encodinganalog="245$f">生
產資訊-生產時間-日曆(年號-年-月-日)</unitdate> 
<origination label="Publisher:"> 
<persname encodinganalog="260$b">出版資訊-出版者</persname> 
</origination> 
<unitdate label=" Publication Date- Chronology:" type="inclusive" encodinganalog="260$c">出版

資訊-出版時間-西曆</unitdate> 
<unitdate label="Publication Date- Japan Chronology:" type="inclusive" encodinganalog="260$c">
出版資訊-出版時間-日曆(年號-年-月-日)</unitdate> 
<langmaterial label="Language:" encodinganalog="041$a"><language>語文</language> 
</langmaterial> 
<note label="Edition:" encodinganalog="250$a"><p>版本</p></note> 
<note label="Page number:" encodinganalog="300$a"><p>頁碼</p></note> 
</did> 
 
<controlaccess> 
<head>標題資訊</head> 
<controlaccess> 
<head>附件分類層級</head> 
<subject encodinganalog="650$a">第一層級</subject> 
<subject encodinganalog="650$a">第二層級</subject> 
<subject encodinganalog="650$a">第三層級</subject> 
<subject encodinganalog="650$a">第四層級</subject> 
</controlaccess> 
<controlaccess> 
<head>人名</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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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name encodinganalog="600$a">內容資訊-人名</persname> 
</controlaccess> 
<controlaccess> 
<head>機關</head> 
<corpname encodinganalog="610$a">內容資訊-機關</corpname> 
</controlaccess> 
<controlaccess> 
<head>地名</head> 
<geogname encodinganalog="651$a">內容資訊-地名</geogname> 
</controlaccess> 
</controlaccess> 
 
<dao> 
<daodesc> 
<head>影像資訊</head> 
<p>掃描號：<num>影像資訊-附件影像掃瞄號</num></p> 
<p>儲存資訊：儲存媒體,影像格式,影像大小,<num>媒體編號</num>,典藏位置,影像使用限制</p> 
</daodesc> 
</dao> 
 
<processinfo encodinganalog="583$l"> 
<head>處理資訊</head> 
<p>保存狀況</p> 
<p>裱褙狀況</p> 
</processinfo> 
 
<userestrict encodinganalog="540$a"> 
<head>附件使用限制</head> 
<p>附件使用限制</p> 
</userestrict> 
 
<note> 
<p> 
<persname role="cataloger"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40$a">編目資訊 -登錄者

</persname> 
<persname role="modifier"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40$d"> 編目資訊 - 修改者

</persname> 
<date type="Cataloging"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08 /00-05">編目資訊-建檔日期

</date> 
<date type="Modification" audience="internal" encodinganalog="005">編目資訊-修改時間</date> 
</p> 
 
</note> 
<note label="Notes For Readers:" encodinganalog="500$a"><p>備註-讀者事項備註</p></note> 
<note label="Notes For Manager:" encodinganalog="500$a"><p>備註-管理事項備註</p></note> 
 
</c06> 
</c05> 
</c04> 
</c03> 
</c02> 
</c01> 
 
</dsc> 
</archdesc> 
</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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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功能需求說明 
 

6.1  建檔功能說明 

6.1.1 避免重複建檔檢查機制 
本計畫之典藏號欄位具有唯一性，系統可以「典藏號」欄位作為主鍵欄位。另外，也能以「典藏號」
欄位作為檢查紀錄是否重複建檔之檢驗欄位。當著錄人員填寫完畢系列層次的資料後，系統自動產
生相對應的典藏號，並利用此典藏號檢查紀錄是否有重複建檔，如若發現在相同資料重複建檔的情
況，系統應提醒著錄人員，並請求著錄人員再次確認所著錄的資料。 
另外，在附件層次則以「附件號」作為避免重複建檔的檢查機制。 
 
6.1.2 編目資訊需求說明 
著錄人員要進行紀錄建檔時，進入著錄系統之前需經過身份的確認，著錄人員必須輸入自己的帳號
與密碼，系統確認無誤之後，方可允許著錄人員登入系統進行建檔的工作，著錄人員登入系統之後，
系統需記錄建檔人員的姓名與建檔時間。同樣的，當著錄人員需修改紀錄內容時，也需經過身份的
確認才能登入系統，藉由確認的動作可知該筆紀錄是經由誰人所修改，系統亦需記錄修改人的姓名
與修改時間。系統不需記錄每次修改的資訊，只需記錄最近一次的修改資訊即可。 
 
6.1.3 建檔資料確認需求說明 
建檔的著錄人員在填寫完資料按下確定鍵時，系統必須顯示一確認頁面供著錄人員確認剛所填寫的
資料是否正確無誤，著錄人員確認過按下確定鍵後，系統才把資料存入資料庫。另外，一些由系統
自動產生的欄位，如典藏號欄位，雖不由著錄人員所著錄，但在確認頁面中，需一併顯示供確認。 
 
6.1.4 主鍵（典藏號）欄位之檢正： 
典藏號可作為系統之主鍵，系統需確保典藏號欄位值的正確性，故需對典藏號欄位的架構進行驗正，
典藏號能架構格式如下： 
組成結構：全宗號（三碼阿拉拍數字）＋ 新冊號（五碼阿拉拍數字）+ 件號（三碼阿拉拍數字） 

 

6.1.5 附件號欄位之驗正： 
為維護附件號欄位資料值之正確性，系統在著錄人員建檔時，需設置附件號欄位的驗正機制。當系
統發現著錄人員輸入的附件號欄位資料值不符既定格式時，系統會提出警告訊息，要求著錄人員確
認所輸入的資料值是否正確無誤。附件號欄位的架構格式如下所示： 
a.  大於 A3： 
全宗號   ＋ 新冊號   ＋ 件號     ＋ 尺寸碼   ＋ 圖號    ＋ M 
三碼數字 ＋ 五碼數字 +  三碼數字 +  四碼數字 + 三碼數字 ＋ M  
如：000021100069002001M 
大於 A3 的附件號在呈現時，以「全宗號-新冊號-件號-尺寸碼-圖號 M」的方式展示，如：

000-02110-006-9002-001M 
 
b.  小於等於 A3： 
全宗號   ＋ 新冊號   ＋ 件號     ＋ 頁號 ＋ M   
三碼數字 ＋ 五碼數字 +  三碼數字 +  四碼數字 ＋ M 
如：000021100060086M 
小於等於 A3 的附件號在呈現時，以「全宗號-新冊號-件號-頁號 M」的方式展示，如：

000-02110-006-008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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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查詢功能說明 

本計畫的查詢功能需求分為“簡易查詢”與“進階查詢”兩種；查詢結果的顯示亦有“簡要顯示”
與“詳細顯示”兩種。“簡易查詢”係指系統將對下列表單“簡易查詢”欄位中，所有標示“△”
欄位作關鍵字查詢，檢索這些欄位的資料是否符合使用者提出的詞彙。若有符合檢索值之結果，則   
先依照“簡要顯示款目”欄位(標示●者)顯示列表回應給使用者，使用者可點選其中的查詢結果作進
一步的詳細劉覽（詳細顯示款目標示☆者）。“進階查詢”則可對下列表單之“進階查詢”欄位中，
標示“▲”的各別欄位作獨立查詢。符合之結果也是先依照檢索“簡要顯示款目”欄位(標示●者)
顯示列表回應給使用者。使用者也可進一步點選，系統將提供“詳細顯示款目”（標示☆者），顯示
列表供使用者瀏覽。 
 
1. 全宗層次 

項目名稱 簡易查詢 進階查詢 簡要顯示款目 詳細顯示款目 
類型     
典藏地     
機關代碼     
典藏機關     
全宗號     
全宗名  ▲ ● ☆ 
檔案附屬層級 副全宗名   ▲ ●  ☆ 
 
 
2. 系列層次 

項目名稱 簡易查詢 進階查詢 簡要顯示款目 詳細顯示款目 
副全宗名  ▲ ● ☆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件號     

檔案附屬層級 

件名 △ 

▲

 

●

 

☆ 

 
冊名  ▲   

舊冊號     冊號 
新冊號  

▲

 ● 
 

 

裝訂冊 

保存年限   

 

 

☆ 

 
典藏號    ☆ 

起     頁碼 
迄   

 
 

 
 

內容描述 △ ▲  ☆ 
關鍵詞 △ ▲  ☆ 
立案者    ☆ 
公文字號  ▲  ☆ 

起     西曆 
迄  

 
  

 
 

年號   
年   
月   

起 

日 

 

  
年號   
年   
月   

時間 

日曆 

迄 

日 

▲

 

●

 

 

☆ 

 

 
人名     內容資訊 
機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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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簡易查詢 進階查詢 簡要顯示款目 詳細顯示款目 
 地名       

語文別     語文 
語文代碼   

 
 

☆ 
 

編號     
典藏位置     

微縮片 

使用限制   

 

 

☆ 

 
首頁號     掃描號 
最後頁號 

 
   

 
 

儲存媒體     
影像格式     
影像大小     
媒體編號     
典藏位置     

影像資訊 

儲存資訊

影像使用限制 

 

  

 

 

☆ 

 

 
版本     

來源     
取得方式     

入藏資訊 

入藏時間 

 

  

 

 

 

 
版權   ● ☆ 

原件     典藏位置 
影本 

 
  

 
 

 
☆ 

保存狀況    ☆ 
裱褙狀況     
原件使用限制    ☆ 

登錄者     
建檔日期     
修改者     

編目資訊 

修改時間   

 

 

 

 
讀者事項    ☆ 備註 
管理事項   

 
 

 
 

 
 
3. 附件層次 

項目名稱 簡易查詢 進階查詢 簡要顯示款目 詳細顯示款目
典藏號     

附件名 △    檔案附屬層級 
附件號 

 
 

▲

 
●

 
☆

 
頁碼     
內容描述 △ ▲  ☆ 

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     
第三層級     

附件分類層級 

第四層級 

 

 

▲

 

●

 

☆

 
長     尺寸 
寬 

 
  

 
 

☆
 

紙張材質    ☆ 
筆法或印刷法    ☆ 
視角或投影法    ☆ 

比例     比例尺 
尺寸單位 

 
  

 
 

☆
 

東邊座標     
西邊座標     
南邊座標     

空間資訊 繪製空間

北邊座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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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簡易查詢 進階查詢 簡要顯示款目 詳細顯示款目
最高值      地表高度

最低值 
 

  
  

 
 

 
生產者 △ ▲   

西曆     
年號   
年   
月   

生產資訊 
生產時間

日曆 

日 

 

 

 
 

 

 

☆

出版者 △ ▲   
西曆     

年號   
年   
月   

出版資訊 
出版時間

日曆 

日 

 

 

 
 

 

 

☆

人名     
機關     

內容資訊 

地名 

△

 

▲

 

 

 

☆

 
語文別     語文 
語文代碼 

 
  

 
 

☆
 

掃描號     
儲存媒體     
影像格式     
影像大小     
媒體編號     
典藏位置     

影像資訊 
儲存資訊

影像使用限制 

 

  

 
 

 

 
☆

 
保存狀況    ☆ 
裱褙狀況     
附件使用限制    ☆ 

登錄者     
建檔日期     
修改者     

編目資訊 

修改時間 

 

  

 

  
讀者事項    ☆ 備註 
管理事項 

 
  

 
  

 
 
 
 

6.3  系統功能說明 
6.3.1 系統需能支援日文： 
由於本計畫進行之數位化典藏檔案有部份是日治時期之檔案，故在後設資料的建置上，系統必須能
接受日文的輸入，同時在顯示時，系統也被要求能支援日文的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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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代碼表 
上述 4.2 需求欄位屬性表之屬性欄位有標示「下拉式選單者」，其對應之下拉式選單代碼內容如下所
示： 
 
1. 全宗層次 

項目名稱 代碼 
檔案附屬層級 副全宗名 請詳附件一：副全宗名、系列名、副系列名、宗名欄位關連下拉式

選單代碼表 
 
 
2. 系列層次 

項目名稱 代碼 
副全宗名 請詳附件一：副全宗名、系列名、副系列名、宗名欄位關連下拉式選單

代碼表 
系列名 請詳附件一：副全宗名、系列名、副系列名、宗名欄位關連下拉式選單

代碼表 
副系列名 請詳附件一：副全宗名、系列名、副系列名、宗名欄位關連下拉式選單

代碼表 

檔案附屬層級 

宗名 請詳附件一：副全宗名、系列名、副系列名、宗名欄位關連下拉式選單
代碼表 

裝訂冊 保存年限 官房甲種永久保存｜官房乙種永久保存｜甲種永久保存｜甲種永久保存
（追加）｜甲種永久保存（進退）｜甲種永久保存（進退追加）｜乙種
永久保存｜乙種永久保存（追加）｜乙種永久保存（進退）｜乙種永久
保存（進退追加）｜永久保存｜永久保存（追加）｜永久保存（追加合
冊）｜永久保存（進退）｜永久保存（進退追加）｜永久保存（判任官
進退）｜永久保存（高等官進退）｜永久保存（特殊）｜永久保存（特
殊追加）｜十五年保存｜十五年保存（追加）｜十五年保存（追加合冊）｜
十五年保存（特殊）｜十五年保存（特殊追加）｜五年保存｜一年保存

語文別 日文｜中文｜英文｜德文｜荷蘭文｜法文｜俄文｜拉丁文｜義大利文｜
西班牙文｜其他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其他”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的語文別） 

語文 

語文代碼 Jpn｜Chi｜Eng｜Ger｜Dut｜Fre｜Rus｜Lat｜Ita｜Spa｜Others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Others”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的語文代碼）

微縮片 使用限制 開放｜申請開放｜申請限印｜申請限閱｜限印｜限閱｜不開放 
儲存媒體 VCD Disk｜LTO｜DVD Disk｜其他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其他”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的儲存媒體） 
影像格式 TIFF｜JPEG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其他”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的檔案格式） 

影像資訊 儲存資訊

影像使用限制 開放｜申請開放｜申請限印｜申請限閱｜線上限印｜線上限閱｜館內限
印｜館內限閱｜不開放 

版本 原件｜複製 
來源 臺灣省政府秘書處文書科｜桃園土地改革訓練所｜龍仕騰｜劉峰松｜臺

灣省菸酒公賣局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其他”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的來源） 

取得方式 移轉｜購置｜捐贈｜寄存｜其他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其他”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的取得方式） 

入藏資訊 

入藏時間 1953-07-00｜1956-05-00｜1992-05-00｜1994-06-00｜1994-06-00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其他”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的入藏時間） 

保存狀況 良好｜輕度破損｜中度破損｜嚴重破損｜其他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其他”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的保存狀況） 

裱褙狀況 無需裱褙｜需裱褙｜裱褙中｜已裱褙｜需再裱褙 
原件使用限制 開放｜申請開放｜申請限印｜申請限閱｜限印｜限閱｜不開放 
 
 
 



 38

 
 
3. 附件層次 
 

項目名稱 屬性 
第一層級 請詳附件二：附件分類層級關連下拉式選單代碼表 
第二層級 請詳附件二：附件分類層級關連下拉式選單代碼表 
第三層級 請詳附件二：附件分類層級關連下拉式選單代碼表 

附件分類層級 

第四層級 請詳附件二：附件分類層級關連下拉式選單代碼表 
紙張材質 美濃紙｜其他棉紙｜宣紙｜竹紙｜油蠟紙｜描圖紙｜西洋紙｜其他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其他”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紙張材質） 
筆法或印刷法 鉛筆｜毛筆｜鋼筆｜水彩｜炭筆｜藍曬｜版畫｜單色印刷｜彩色印刷｜其他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其他”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筆法或印刷法） 
視角或投影法 配置圖｜平面圖｜正面圖｜底面圖｜側面圖｜背面圖｜正面剖面圖｜側面剖面

圖｜透視圖｜立面圖｜正方位投影法｜圓柱投影法｜圓錐投影法｜其他投影
法｜其他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其他”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的附件視角或投影法）

比例尺 尺寸單位 公厘｜公分｜公寸｜公尺｜公丈｜公里｜英尺｜英吋｜英里｜海浬｜日分｜日

寸｜日尺｜日尋｜日丈｜間｜町｜日里｜台尺｜甲｜坪｜畝｜其他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其他”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的尺寸單位） 

語文別 日文｜中文｜英文｜德文｜荷蘭文｜法文｜俄文｜拉丁文｜義大利文｜西班牙
文｜其他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其他”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的語文別） 

語文 

語文代碼 Jpn｜Chi｜Eng｜Ger｜Dut｜Fre｜Rus｜Lat｜Ita｜Spa｜Others 
（Others 欄位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的語文代碼） 

儲存媒體 VCD Disk｜LTO｜DVD Disk｜其他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其他”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的儲存媒體） 

影像格式 TIFF｜JPEG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其他”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的檔案格式） 

影像資訊 儲存資訊 

影像使用限制 開放｜申請開放｜申請限印｜申請限閱｜線上限印｜線上限閱｜館內限印｜館
內限閱｜不開放 

保存狀況 良好｜輕度破損｜中度破損｜嚴重破損｜其他 
（選擇下拉式選單之” 其他”項後，可鍵入不屬前列範圍的保存狀況） 

裱褙狀況 無需裱褙｜需裱褙｜裱褙中｜已裱褙｜需再裱褙 
附件使用限制 開放｜限印｜限閱｜不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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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規格書確認表單 
 
此份系統規格建議書是否符合貴單位之需求？ 
是□  否 □ 
 
 
若不符合貴單位的需求，請說明原因，謝謝。 
 
原因： 
 
 
 
 
 
 
 
 
 
 
 
 
 
 
 
 

                      簽名：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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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副全宗名、系列名、副系列名、宗名欄位關連下拉式選單代碼表 
 

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01 皇室儀典門 01 敕語令旨類｜02 祝祭慶弔類｜雜類 
02 官規官職門 01 官制類｜02 行政區域類｜03 處務規程

類｜04 進退類｜05 敘位類｜06 敘勳類｜07
服制類｜08 徽章類｜09 服務類｜10 懲戒
類｜11 委任類｜12 會議類｜13 出張類｜14
履歷類｜15 願伺屆類｜16 官衙類｜17 定員
類｜18 雜類｜19 總規類｜20 告諭類｜21 敘
位敘勳類｜22 服制徽章類 

03 恩賞門 01 褒賞類｜02 恩給遺族扶助類｜03 退官及
死亡賜金類｜04 救恤類｜05 雜類 

04 文書門 01 公文規程類｜02 印章類｜03 印刷類｜04
統計報告類｜05 圖書類｜06 官報及新聞雜誌
類｜07 建白及請願類｜08 雜類｜09 總規
類｜10 統計類｜11 報告類 

05 外交門 01 國際類｜02 領事館類｜03 居留地類｜04
外國人取扱類｜05 通商類｜06 海外旅行類｜
07 內地旅行類｜08 移民類｜09 雜類 

06 衛生門 01 病院類｜02 公醫類｜03 醫師藥劑師類｜
04 產婆類｜05 傳染病類｜06 風土病類｜07
種痘類｜08 檢疫消毒類｜09 藥種商類｜10
阿片類｜11 獸疫類｜12 飲食物類｜13 清潔
類｜14 墓地管理埋葬類｜15 雜類｜16 醫師
藥劑師類產婆類 

07 土地及家產門 01 官有地類｜02 民有地類｜03 公園地類｜
04 社寺地類｜05 墓地類｜06 鹽田及養魚地
類｜07收用及登記類｜08貸借及賣買類｜09
雜類 

08 戶籍及人事門 01 戶籍類｜02 戶數及人口類｜03 雜類 
09 社寺門 01 神社佛閣類｜02 信教類｜03 教會堂類｜

04 墓碑類｜05 雜類 
10 軍事門 01 徵兵類｜02 軍艦及軍港類｜03 軍隊及憲

兵類｜04兵器類｜05徵發戰鬥及暴動類｜06
雜類 

11 警察及監獄門 01 警察署類｜02 監獄署類｜03 刊行物類｜
04 違警罪類｜05 赦免類｜06 危險物類｜07
興行及營業類｜08 遺失埋葬類｜09 難破舩
類｜10 天災火災類｜11 行旅病人類｜12 暴
行殺傷類｜13 銃獵類｜14 警備類｜15 贋造
變造類｜16 雜類 

12 殖產門 01 農業類｜02 山林原野類｜03 撫墾類｜04
樟腦類｜05 砂糖類｜06 茶類｜07 鑛業類｜
08 工業及製造類｜09 漁獵採藻類｜10 商業
類｜11 銀行會社類｜12 度量衡類｜13 博覽
會類｜14 雜類｜15 貨幣及度量衡類 

13 租稅門 01 地租類｜02 樟腦稅類｜03 砂糖稅類｜04
茶稅類｜05 登記稅類｜06 海關稅類｜07 官
租類｜08 備荒貯蓄類｜09 公田類｜10 諸收
入類｜11 雜類 

01 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 

02 明治二十八年至
明治三十年 

14 稅關及輸出入門 01無檢查無稅通關類｜02無稅輸出入類｜03
密輸出入類｜04 輸出入禁止類｜05 臨時開關
類｜06 通關陸揚運輸差留類｜07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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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15 會計門 01 予算類｜02 決算類｜03 收入類｜04 支出

類｜05 給與類｜06 物品會計類｜07 檢查
類｜08 建築及修繕類｜09 出納官吏類｜10
換銀類｜11 雜類 

16 司法門 01 民事類｜02 刑事類｜03 雜類 
17 教育及學術門 01 學制類｜02 學校類｜03 教科書類｜04 教

員生徒類｜05 學藝類｜06 雜類 
18 交通門 01 郵便類｜02 電信類｜03 鐵道類｜04 船舶

類｜05 車馬類｜06 通運類｜07 航路標識
類｜08 觀象類｜09 海事會社類｜10 雜類｜
11 非常通信類 

 

19 土木及工事門 01 道路橋梁類｜02 堤坊類｜03 埋立類｜04
水道及下水類｜05 河川港灣類｜06 測量類｜
07 雜類 

01 皇室儀典門 01 敕語令旨類｜02 祝祭慶弔類｜03 雜類 
02 官規官職門 01 官制類｜02 行政區域類｜03 處務規程

類｜04 進退類｜05 位記勳章類｜06 檢定試
驗類｜07 服制徽章類｜08 服務類｜09 懲戒
類｜10 委任類｜11 會議類｜12 出張類｜13
履歷類｜14 願伺屆類｜15 官衙類｜16 定員
類｜17 代理類｜18 賜暇類｜19 雜類 

03 恩賞門 01 褒賞類｜02 恩給扶助類｜03 退官死亡賜
金類｜04 救恤類｜05 雜類 

04 文書門 01 公文規程類｜02 印章類｜03 印刷類｜04
統計類｜05 報告類｜06 圖書類｜07 官報新
聞雜誌類｜08 建白請願類｜09 廢棄目錄類｜
10 帳簿類｜11 雜類 

05 外交門 01 國際類｜02 領事館類｜03 居留地類｜04
外國人取扱類｜05 通商類｜06 旅行旅券類｜
08 移民類｜09 雜類 

06 衛生門 01 病院類｜02 公醫類｜03 醫師藥劑師產婆
類｜04 傳染病風土病類｜05 中毒類｜06 種
痘類｜07 檢疫消毒類｜08 藥種類｜09 阿片
類｜10 分析類｜11 飲食物類｜12 清潔類｜
13 墓地管理埋葬類｜14 雜類｜15 獸疫類 

07 土地家產門 01 官有類｜02 民有類｜03 公園類｜04 社寺
地類｜05 墓地類｜06 鹽田養魚池類｜07 收
用登記類｜08 貸借賣買交換類｜09 市街類｜
10 敷地類｜11 雜類 

08 戶籍人事門 01 戶籍類｜02 戶數人口類｜03 身元取調
類｜04 雜類 

09 社寺門 01 神社佛閣類｜02 信教類｜03 教會堂類｜
04 墓碑類｜05 雜類 

10 軍事門 01 徵兵類｜02 軍艦軍港類｜03 軍隊憲兵
類｜04 兵器類｜05 徵發類｜06 戰鬥暴動
類｜07 水雷類｜08 雜類 

 

03 明治三十一年至
明治三十七年 

11 警察監獄門 01 警察署類｜02 監獄類｜03 刊行物類｜04
違警罪類｜05 赦免及仮出獄類｜06 危險物
類｜07興業及營業類｜08遺失及埋葬類｜09
難波舩漂流物類｜10 天災地変火災類｜11 行
旅病人類｜12 暴行殺傷類｜13 銃獵類｜14
警備類｜15 土匪類｜16 強窃盜類｜17 破獄
逃走類｜18 監守盜類｜19 変死類｜20 蕃害
類｜21 雜類｜22 土匪及強窃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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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12 殖產門 01 農業類｜02 山林原野類｜03 撫墾類｜04

樟腦類｜05 砂糖類｜06 茶類｜07 鑛業類｜
08 工業及製造類｜09 水產類｜10 商業類｜
11 銀行會社類｜12 貨幣及度量衡類｜13 博
覽會類｜14 鹽業類｜15 種苗類｜16 市場
類｜17 獸醫獸疫類｜18 雜類 

13 租稅門 01 地租類｜02 樟腦稅類｜03 砂糖稅類｜04
茶稅類｜05 登記稅類｜06 海關稅類｜07 官
租類｜08 備荒貯蓄類｜09 公田類｜10 諸收
入類｜11 地方稅類｜12 滯納類｜13 雜類 

14 稅關輸出入門 01無檢查無稅通關類｜02無稅輸出入類｜03
密輸出入類｜04 輸出入禁止類｜05 臨時開関
類｜06 通關陸揚運輸差留類｜07 雜類 

15 會計門 01 豫算類｜02 決算類｜03 收入類｜04 支出
類｜05 給與類｜06 物品會計類｜07 檢查
類｜08 建築修繕類｜09 出納官吏類｜10 金
融類｜12 監守證類｜13 雜類｜14 換銀類 

16 司法門 01 民事類｜02 刑事類｜03 死刑類｜04 代弁
類｜05 雜類 

17 教育學術門 01 學制類｜02 學校類｜03 教科書類｜04 教
員生徒類｜05 學藝類｜06 雜類｜07 學術類 

18 交通門 01 郵便類｜02 小包為替貯金類｜03 集配遞
送類｜04 電信類｜05 電話類｜06 工夫類｜
07 鐵道類｜08 舩舶海員類｜09 車馬類｜10
通運類｜11 航路標識類｜12 觀象類｜13 海
事會社類｜14 雜類 

 

19 土木工事門 01 道路橋梁類｜02 堤坊類｜03 埋立類｜04
水道下水類｜05河川港灣類｜06測量類｜07
埤圳類｜08 雜類 

01 秘書門 01 敕語及令旨類｜02 官制官規類｜03 進退
類｜04 辭令類｜05 服務類｜06 位勳褒賞
類｜07 懲戒類｜08 恩給及賜金類｜09 儀式
類｜10 雜類 

02 文書門 01 統計報告類｜02 文書及圖書類｜03 雜類 
03 警察門 01 高等警察類｜02 司法警察類｜03 行政警

察類｜04 蕃人蕃地類｜05 人事類｜06 退隱
料扶助料類｜07 公眾衛生類｜08傳染病地方
病類｜09 醫師藥劑師及產婆類｜10 病院醫學
校類｜11 阿片類｜12 雜類 

04 外事門 01 外交類｜02 通商及海外渡航類｜03 對岸
類｜04 雑類 

05 地方門 01 地方行政類｜02 地方經濟類｜03 兵事
類｜04 戶籍類｜05 地理及土地建物類｜06
水利類｜07 社寺類｜08 救恤類｜09 雜類 

06 司法門 01 民事類｜02 刑事類｜03 商事類｜04 誹訟
類｜05 恩赦類｜06 監獄類｜07 退隱料扶助
料類｜08 雑類 

07 教育門 01 學制類｜02 學校及教員生徒類｜03 教員
檢定類｜04圖書類｜05退隱料扶助料類｜06
雜類 

 

04 明治三十八年至
明治四十一年 

08 財務門 01 國稅類｜02 地方稅類｜03 金融類｜04 輸
出入類｜05 豫算類｜06 決算類｜07 收入
類｜08 支出類｜09 給與類｜10 官有財產
類｜11 物品會計類｜12 檢查類｜13 出納官
吏類｜14 地圖類｜15 雑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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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09 通信門 01 郵便類｜02 為替貯金類｜03 電信電話

類｜04 電氣事業類｜05 鐵道類｜06 陸運事
業類｜07 舩舶海員類｜08 航海補助類｜09
燈台標識類｜10氣象類｜11會計調度類｜12
雑類 

10 殖產門 01 農業類｜02 商工業類｜03 水產類｜04 鑛
業類｜05 林業類｜06 拓殖類｜07 畜產類｜
08 博覽會類｜09 度量衡類｜10 雑類 

11 土木門 01 道路橋梁類｜02 河川港灣類｜03 上水下
水類｜04 埤圳工事類｜05 燈台標識工事類｜
06 營繕類｜07 雑類 

12 戶口調查門 01 戶口調查類 

 

13 戒嚴門 01 臺灣全島戒嚴類｜02 澎湖島戒嚴類 
01 秘書門 01 敕語及令旨類｜02 官制官規類｜03 進退

類｜04 辞令類｜05 服務類｜06 位勳褒賞
類｜07 懲戒類｜08 恩給及賜金類｜09 儀式
類｜10 雜類 

02 文書及統計門 01 統計報告類｜02 文書及圖書類｜03 雜類 
03 警察門 01 高等警察類｜02 司法警察類｜03 行政警

察類｜04 蕃人蕃地類｜05 人事類｜06 退隱
料扶助料類｜07 公眾衛生類｜08傳染病地方
病類｜09 醫師藥剤師及產婆類｜10 病院醫學
校類｜11 阿片類｜12 兵器類｜13 雑類 

04 外事門 01 外交類｜02 通商及海外渡航類｜03 對岸
類｜04 雑類 

05 地方門 01 地方行政類｜02 地方經濟類｜03 兵事
類｜04 地理及土地建物類｜05 社寺類｜06
救恤類｜07 雜類｜08 保管林類 

06 司法門 01 民事類｜02 刑事類｜03 商事類｜04 非訟
類｜05 恩赦類｜06 監獄類｜07 退隱料扶助
料類｜08 雜類 

07 教育門 01 學制類｜02 學校及教員生徒類｜03 教員
檢定類｜04圖書類｜05退隱料扶助料類｜06
雜類 

08 財務門 01 國稅類｜02 地方稅類｜03 金融類｜04 輸
出入類｜05 予算類｜06 決算類｜07 收入
類｜08 支出類｜09 給與類｜10 官有財產
類｜11 物品會計類｜12 檢查類｜13 出納官
吏類｜14 地圖類｜15 土地類｜16 學租類｜
17 雑類 

09 通信門 01 郵便類｜02 為替貯金類｜03 電信電話
類｜04 電氣事業類｜05 鐵道類｜06 陸運事
業類｜07 舩舶海員類｜08 航海補助類｜09
燈台標識類｜10氣象類｜11會計調度類｜12
人事類｜13 雑類 

10 殖產門 01 農業類｜02 商工業類｜03 水產類｜04 鑛
業類｜05 林業類｜06 拓殖類｜07 畜產類｜
08 博覽會類｜09 度量衡類｜10 雑類｜11 糖
業類 

11 土木門 01 道路橋梁類｜02 河川港灣類｜03 上水下
水類｜04 燈台標識工事類｜05 營繕類｜06
雑類 

 

05 明治四十二年至
大正八年 

12 戶口調查門 01 戶口調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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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01 秘書門 01 敕語及令旨類｜02 官制官規類｜03 進退

類｜04 辞令類｜05 服務類｜06 位勳褒賞
類｜07 懲戒類｜08 恩給及賜金類｜09 儀式
類｜10 雜類 

02 文書及統計門 01 統計報告類｜02 文書及圖書類｜03 雜類 
03 警察門 01 高等警察類｜02 司法警察類｜03 行政警

察類｜04 蕃人蕃地類｜05 人事類｜06 退隱
料扶助料類｜07 公眾衛生類｜08傳染病地方
病類｜09 醫師藥劑師及產婆類｜10 阿片類｜
11 兵器類｜12 雑類｜13 病院醫學校類 

04 外事門 01 外交類｜02 通商及海外渡航類｜03 對岸
類｜04 雑類 

05 地方門 01 地方行政類｜02 地方經濟類｜03 兵事
類｜04 地理及土地建物類｜05 社寺類｜06
救恤類｜07 年期貸下及開墾類｜08 保管林
類｜09 埤圳行政類｜10 雑類 

06 司法門 01 民事類｜02 刑事類｜03 商事類｜04 非訟
類｜05 恩赦類｜06 監獄類｜07 退隱料扶助
料類｜08 雑類 

07 教育門 01 學制類｜02 學校及教員生徒類｜03 教員
檢定類｜04圖書類｜05退隱料扶助料類｜06
雑類 

08 財務門 01 國稅類｜02 地方稅類｜03 金融類｜04 輸
出入類｜05 予算類｜06 決算類｜07 收入
類｜08 支出類｜09 給與類｜10 官有財產
類｜11 物品會計類｜12 檢查類｜13 出納官
吏類｜14 地圖類｜15 土地類｜16 學租類｜
17 雑類｜18 關稅類 

09 通信門 01 郵便類｜02 為替貯金類｜03 電信電話
類｜04 陸運事業類｜05 舩舶海員類｜06 航
海補助類｜07 燈台標識類｜08 氣象類｜09
會計調度類｜10 人事類｜11 雑類 

10 殖產門 01 農業類｜02 商工業類｜03 水產類｜04 鑛
業類｜05 畜產類｜06 度量衡類｜07 雑類｜
08 拓殖類｜09 林業類 

06 大正八年至大正
九年 

11 土木門 01 道路橋梁類｜02 河川港灣類｜03 上水下
水類｜04 埤圳工事類｜05 燈台標識工事類｜
06 營繕類｜07 電器竝瓦斯ノ監督類｜08 雑
類 

01 秘書門 01 敕語及令旨類｜02 官制官規類｜03 進退
類｜04 辭令類｜05 服務類｜06 位勳褒賞
類｜07 懲戒類｜08 恩給及賜金類｜09 儀式
類｜10 雜類 

02 文書及統計門 01 統計報告類｜02 文書及圖書類｜03 雜類 
03 警察門 01 高等警察類｜02 司法警察類｜03 行政警

察類｜04 蕃人蕃地類｜05 人事類｜06 退隱
料扶助料類｜07 公眾衛生類｜08傳染病地方
病類｜09 醫師藥劑師及產婆類｜10 病院類｜
11 阿片類｜12 兵器類｜13 雑類 

04 外事門 01 外交類｜02 通商及海外渡航類｜03 對岸
類｜04 雑類 

 

07 大正十年至大正
十二年 

05 地方門 01 地方行政類｜02 地方經濟類｜03 兵事
類｜04 地理及土地建物類｜05 社寺類｜06
救恤類｜07 年期貸下及開墾類｜08 保管林
類｜09 埤圳行政類｜10 雑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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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06 司法門 01 民事類｜02 刑事類｜03 商事類｜04 誹訟

類｜05 恩赦類｜06 監獄類｜07 退隱料扶助
料類｜08 雑類 

07 教育門 01 學制類｜02 學校及教員生徒類｜03 教員
檢定類｜04圖書類｜05退隱料扶助料類｜06
雑類 

08 財務門 01 國稅類｜02 州稅類｜03 金融類｜04 輸出
入類｜05 豫算類｜06 決算類｜07 收入類｜
08 支出類｜09 給與類｜10 官有財產類｜11
物品會計類｜12檢查類｜13出納官吏類｜14
地圖類｜15 土地類｜16 學租類｜17 雑類 

09 通信門 01 郵便類｜02 為替貯金類｜03 電信電話
類｜04 陸運事業類｜05 舩舶海員類｜06 航
海補助類｜07 燈台標識類｜08 氣象類｜09
会計調度類｜10 人事類｜11 雑類 

10 殖產門 01 農業類｜02 商工業類｜03 水產類｜04 鑛
業類｜05 畜產類｜06 度量衡類｜07 林業
類｜08 雑類 

11 土木門 01 道路橋梁類｜02 河川港灣類｜03 上水下
水類｜04 埤圳工事類｜05 燈台標識工事類｜
06 營繕類｜07 電器竝瓦斯ノ監督類｜08 雑
類 

 

12 訴願門 01租稅及手數料類｜02租稅滯納處分類｜03
營業免許類｜04 水利及土木類｜05 土地區分
類｜06 地方警察類｜07 雑類 

01 秘書門 01 敕語及令旨類｜02 官制官規類｜03 進退
類｜04 辭令類｜05 服務類｜06 位勳褒賞
類｜07 懲戒類｜08 恩給及賜金類｜09 儀式
類｜10 雜類 

02 文書及統計門 01 統計報告類｜02 文書及圖書類｜03 雜類 
03 警察門 01 高等警察類｜02 司法警察類｜03 行政警

察類｜04 蕃人蕃地類｜05 人事類｜06 公眾
衛生類｜04傳染病地方病類｜08醫師藥劑師
及產婆類｜09 病院類｜10 阿片類｜11 兵器
類｜12 雑類 

04 外事門 01 外交類｜02 通商及海外渡航類｜03 對岸
類｜04 雑類 

05 地方門 01 地方行政類｜02 地方經濟類｜03 兵事
類｜04 地理及土地建物類｜05 社寺類｜06
救恤類｜07 年期貸下及開墾類｜08 保管林
類｜09 埤圳行政類｜10 雑類 

06 司法門 01 民事類｜02 刑事類｜03 商事類｜04 非訟
類｜05 恩赦類｜06 監獄類｜07 雑類 

07 教育門 01 學制類｜02 學校及教員生徒類｜03 教員
檢定類｜04 圖書類｜05 雑類 

08 財務門 01 國稅類｜02 州稅類｜03 金融類｜04 輸出
入類｜05 予算類｜06 決算類｜07 收入類｜
08 支出類｜09 給與類｜10 官有財產類｜11
物品會計類｜12檢查類｜13出納官吏類｜14
地圖類｜15 土地類｜16 學租類｜17 雑類 

 

08 大正十三年至大
正十三年 

09 通信門 01 郵便類｜02 為替貯金類｜03 電信電話
類｜04 陸運事業類｜05 舩舶海員類｜06 航
海補助類｜07 燈台標識類｜08 氣象類｜09
会計調度類｜10 人事類｜11 雑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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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10 殖產門 01 農業類｜02 商工業類｜03 水產類｜04 鑛

業類｜05 畜產類｜06 度量衡類｜07 雑類｜
08 林業類 

11 土木門 01 道路橋梁類｜02 河川港灣類｜03 上水下
水類｜04 埤圳工事類｜05 燈台標識工事類｜
06 營繕類｜07 電器竝瓦斯ノ監督類｜08 雑
類 

 

12 訴願門 01租稅及手數料類｜02租稅滯納處分類｜03
營業免許類｜04 水利及土木類｜05 土地區分
類｜06 地方警察類｜07 雑類 

01 人事門 01 敕語令旨類｜02 官制官規類｜03 進退
類｜04 辞令類｜05 服務類｜06 位勳褒賞
類｜07 懲戒類｜08 恩給及賜金類｜09 儀式
類｜10 雜類 

02 文書及調查門 01 調查類｜02 文書及圖書類｜03 雜類 
03 警務門 01 高等警察類｜02 司法警察類｜03 行政警

察類｜04 蕃人蕃地類｜05 公眾衛生類｜06
傳染病地方病類｜07 醫師藥劑師及產婆類｜
08 病院類｜09 阿片類｜10 兵器類｜11 雑類

04 外事門 01 外交類｜02 通商及海外渡航類｜03 對岸
類｜04 雑類 

05 內務門 01 地方行政類｜02 地方經濟類｜03 兵事
類｜04 地理及土地建物類｜05 開墾類｜06
上水下水類｜07 埤圳類｜08 保管林類｜09
雑類 

06 司法門 01 民事類｜02 刑事類｜03 商事類｜04 恩赦
類｜05 行刑類｜06 雜類 

07 文教門 01 學制類｜02 學校及教員生徒類｜03 教員
檢定類｜04 圖書類｜05 社寺類｜06 救恤
類｜07 雑類 

08 財務門 01 國稅類｜02 地方稅類｜03 金融類｜04 輸
出入類｜05 予算決算類｜06 收入類｜07 支
出類｜08 檢查類｜09 出納官吏類｜10 地圖
類｜11 土地類｜12 雑類 

09 殖產門 01 特產類｜02 農業類｜03 商工業類｜04 水
產類｜05 鑛業類｜06 畜產類｜07 林業類｜
08 樟樹造林類｜09 軍需類｜10 組合類｜11
雑類｜12 度量衡類 

10 會計門 01 會計調度類｜02 官有財產類｜03 營繕
類｜04 雑類 

11 訴願門 01 租稅及手數料類｜02 雑類 

09 大正十四年至昭
和十四年 

12 米穀門 01 總務類｜02 米政類｜03 業務類｜04 雑類
01 人事門 01 敕語令旨類｜02 官制官規類｜03 進退

類｜04 辭令類｜05 服務類｜06 位勳褒賞
類｜07 懲戒類｜08 恩給及賜金類｜09 儀式
類｜10 雜類 

02 文書及企畫門 01 文書及圖書類｜02 文書雜類｜03 企畫及
調查類｜04 企劃雜類｜05 情報類 

03 警務門 01 高等警察類｜02 司法警察類｜03 行政警
察類｜04 蕃人蕃地類｜05 公眾衛生類｜06
傳染病地方病類｜07 醫師藥劑師及產婆類｜
08 病院類｜09 阿片類｜10 兵器類｜11 雑類

 

10 昭和十五年至昭
和十六年 

04 外事門 01 外交類｜02 通商及海外渡航類｜03 對岸
類｜04 雑類｜05 南支調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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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05 內務門 01 地方行政類｜02 地方經濟類｜03 兵事

類｜04 地理及土地建物類｜05 開墾類｜06
上水下水類｜07 埤圳類｜08 保管林類｜09
雑類 

06 司法門 01 民事類｜02 刑事類｜03 商事類｜04 恩赦
類｜05 行刑類｜06 雜類｜ 

07 文教門 01 學制類｜02 學校及教員生徒類｜03 教員
檢定類｜04 圖書類｜05 社寺類｜06 救恤
類｜07 雑類 

08 財務門 01 國稅類｜02 地方稅類｜03 金融類｜04 輸
出入類｜05 予算決算類｜06 收入類｜07 支
出類｜08 檢查類｜09 出納官吏類｜10 地圖
類｜11 土地類｜12 雑類 

09 殖產門 01 特產類｜02 農業類｜03 商工業類｜04 水
產類｜05 鑛業類｜06 畜產類｜07 林業類｜
08 樟樹造林類｜09 軍需工業類｜10 組合
類｜11 雑類 

10 會計門 01 會計調度類｜02 官有財產類｜03 營繕
類｜04 雑類 

11 訴願門 01 租稅及手數料類｜02 雑類 

 

12 米穀門 01 總務類｜02 米政類｜03 業務類｜04 雑類
01 人事門 01 敕語令旨類｜02 官制官規類｜03 進退

類｜04 辭令類｜05 服務類｜06 位勳褒賞
類｜07 懲戒類｜08 恩給及賜金類｜09 儀式
類｜10 雜類 

02 情報門 01 總務類｜02 情報類｜03 啟發類｜04 藝能
類｜05 雜類 

03 文書及企畫門 01 文書及圖書類｜02 文書雜類｜03 企畫及
調查類｜04 企劃雜類 

04 警務門 01 高等警察類｜02 司法警察類｜03 行政警
察類｜04 蕃人蕃地類｜05 公眾衛生類｜06
傳染病地方病類｜07 醫師藥劑師產婆類｜08
病院類｜09 阿片類｜10 兵器類｜11 雑類 

05 外事門 01 外交類｜02 通商及海外渡航類｜03 對岸
類｜04 雑類｜05 南支調查類 

06 內務門 01 地方行政類｜02 地方經濟類｜03 兵事
類｜04 地理及土地建物類｜05 開墾類｜06
上水下水類｜07 埤圳類｜08 保管林類｜09
雑類｜10 物資需給調整類 

07 司法門 01 民事類｜02 刑事類｜03 商事類｜04 恩赦
類｜05 行刑類｜06 雜類 

08 文教門 01 學制類｜02 學校及教員生徒類｜03 教員
檢定類｜04 圖書類｜05 社寺類｜06 救恤
類｜07 雑類 

09 財務門 01 國稅類｜02 地方稅類｜03 金融類｜04 輸
出入類｜05 予算決算類｜06 收入類｜07 支
出類｜08 檢查類｜09 出納官吏類｜10 地圖
類｜11 土地類｜12 雑類 

10 殖產門 01 特產類｜02 農業類｜03 商工業類｜04 水
產類｜05 鑛業類｜06 畜產類｜07 林業類｜
08 樟樹造林類｜09 軍需工業類｜10 組合
類｜11 雑類 

11 會計門 01 會計調度類｜02 官有財產類｜03 營繕
類｜04 雑類 

12 訴願門 01 租稅及手數料類｜02 雑類 

 

11 昭和十七年至昭
和十八年 

13 米穀門 01 總務類｜02 米穀類｜03 食糧類｜04 雑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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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01 人事門 01 敕語令旨類｜02 官制官規類｜03 進退

類｜04 辭令類｜05 服務類｜06 位勳褒賞
類｜07 懲戒類｜08 恩給及賜金類｜09 儀式
類｜10 雜類 

02 文書門 01 文書及圖書類｜02 文書雜類 
03 訴願門 01 租稅及手數料類｜02 雑類 
04 地方監察門 01 地方行政類｜02 地方經濟類｜03 監察

類｜04 雑類 
05 情報門 01 情報及宣傳類｜02 指導及啟發類｜03 內

外事情及調查類｜04 皇民奉公類｜05 雜類 
06 統計門 01 人口統計類｜02 犯罪統計類｜03 國勢調

查類｜04 雜類 
07 文教門 01 學制類｜02 學校及教員生徒類｜03 教員

檢定類｜04 圖書類｜05 社寺類｜06 救恤
類｜07 雑類 

08 財務門 01 國稅類｜02 地方稅類｜03 金融類｜04 輸
出入類｜05 予算決算類｜06 收入類｜07 支
出類｜08 檢查類｜09 出納官吏類｜10 地圖
類｜11 土地類｜12 營繕類｜13 雑類 

09 農商門 01 特產類｜02 農業類｜03 商工業類｜04 水
產類｜05 畜產類｜06 林業類｜07 保管林
類｜08 樟樹造林類｜09 水利類｜10 米穀
類｜11 食糧類｜12 雑類 

10 鑛工門 01物資需給調整類｜02勞務需給調整類｜03
河川類｜04 工業類｜05 鑛業類｜06 都市計
畫及上水下水類｜07 雜類 

11 警務門 01 高等警察類｜02 司法警察類｜03 行政警
察類｜04 蕃人蕃地類｜05 公眾衛生類｜06
傳染病地方病類｜07 醫師藥劑師產婆類｜08
病院類｜09 阿片類｜10 兵器類｜11 兵事
類｜12 雑類 

12 外事門 01 南支調查類｜02 外交類｜03 通商及海外
渡航類｜04 對岸類｜05 雑類 

12 昭和十九年至昭
和二十一年 

13 法務門 01 民事類｜02 刑事類｜03 商事類｜04 恩赦
類｜05 行刑類｜06 雜類 

01 總務部 01 罹災救助基金及罹災救恤費、予算、決算、
收支計算幷憑証書類｜02 慈善事業ニ関スル
各財團ノ予算、決算、收支計算幷憑証書類｜
03 臺灣神社費予算、決算、收支計算幷憑証
書類｜04 圖書保管轉換幷學租補助等ニ関ス
ル書類｜05 官有財產增減報告ニ関スル書
類｜06 公共埤圳每年度歲出入予算、決算ニ
関スル書類 

 

14 特殊取扱文書 

02 財務部（主計） 01 豫算ニ関スル訓令、決定幷往復書類｜02
決算ニ関スル書類｜03 科目設置ニ関スル書
類｜04證明ニ関スル書類｜05 仕拂計算書幷
附屬書類｜06 計算書送付ニ関スル書類｜07
物品出納計算書、審理書、認可狀案共｜08
地方稅收支關係書類併認可ニ関スル書類｜
09 地方稅所屬物品出納計算書｜10 地方稅出
納計算推問書類｜11 特別會計及地方稅會計
支出予算及現金配賦月計表｜12 特別事業費
關係公債借上還償ニ関スル書類｜13 出納官
吏ニ對スル判決幷弁償等ニ関スル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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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02 財務部（會計） 14 支出計算及整理ニ関スル書類｜15仕拂予

算配賦ニ関スル書類｜16 恩賞諸祿予算幷支
出整理及報告ニ関スル書類｜17 國費運用貸
金予算幷支出整理及報告ニ関スル書類｜18
罹災救助基金及地方財團ニ関スル書類｜19
會計檢查院ニ對シ證明報告及各弁ニ関スル
書類｜20 繰越ハ繼續事業及他ニ関联スル書
件書｜21 官有財產ニ関スル書類｜22支出ニ
関スル決議書類｜23 國庫及地方稅寄附ニ関
スル書類 

02 財務部（稅務） 24 歲入予算ニ関スル書類｜25 歲入綴收額計
算書｜26 歲入現計表｜27 收入一覽表 28 收
入計算表｜29 徵收報告書｜30 徵收報告關係
書類｜31 地租及官租徵收實況報告表｜32 繰
越金報告書｜33 繰越額計算表｜34 決算關係
書類｜35 記帳伺｜36 租稅及官租滯納處分
表｜37各省間往復書類｜38 內地稅其他ノ現
計ニ関スル報告書｜39 官租訂誤謬訂正稟議
書｜40貿易統計ニ関スル書類｜41 貿易ニ関
スル報告及調查書類｜42 関稅犯則ニ関スル
書類｜43 地方稅所屬不動產報告書｜44 地方
稅徵收報告表｜45 地方稅滯納處分表｜46 地
方稅徵收憑證書類｜47 地方稅推問書及答辯
書｜48 地方稅收入未濟缲越認可ニ関スル書
類｜49 地方稅徵收成蹟表及國稅並地方稅徵
收報告遲速表｜50 地方稅賦課實績表｜51 義
渡租城工租所屬財產計算表｜52 地方稅定期
調查成績報告｜53 地方稅監察ハ調查ニ関ス
ル復命書｜54 地方稅監視報告書｜55地方稅
收入予算ニ関スル調查書類｜56 地方稅調查
計畫報告｜57 地方稅所屬土地申告書寫｜58
學租收入報告書｜59學租支出報告書｜60 學
租收入憑證書｜61 學租異動報告表｜62 學租
支出憑證書｜63 學租荒地免租報告書｜64 學
租開墾免租報告書｜65 學租事務年報｜66 學
租土地申告謄本｜67 學租土地查定結果報告
書｜68 家稅ニ增加シタル水道費及人員表｜
69 改定銀円相場差增減表｜70 水道費徵收實
蹟表｜71 地方稅收入納期別內訳表｜72 團體
ノ費用徵收及寄附金品募集ニ関スル書類｜
73 地方稅特別賦課ニ関スル書類 

03 殖產部 01 生產品其他物品保管轉換等會計事務ニ属
スル書類 

04 土木部 01 直轄事業ノ起工及請負幷物件ノ賣買貸借
勞力供給ニ属スル書類｜02 事業費ノ予算及
其配賦ニ関スル書類｜03 事業ノ計畫及施行
ニ関スル書類｜04 事業ノ監督及特許工事ニ
関スル書類｜05 水利 

 

05 通信部 01 會計調度ニ関スル書類｜02 各郵便電信局
經費予算令達幷增減ニ関スル書類｜03 電話
電信工事ニ関スル書類 

15 進退昇等昇給行
政原議 

  

01 收發件名簿  
02 記錄件名簿  

 

16 文書整理用簿冊 

03 永久保存總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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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04 十五年保存總目錄  
05 類別目錄  
06 指令番號簿  

  

07 一年保存總目錄  
02 糖務局書類    
03 土木局書類    
04 高等林野調查
會書類 

   

05 法務部相關書
類 

   

01 庶務類 01 任免目｜02 賞典目｜03 懲罰目｜04 官制
目｜05 定員目｜06 賜金扶助料目｜07 服制
目｜08 賜暇目｜09 儀式目｜10 服務目｜11
印章目｜12 雜目｜13 兵事目 

02 文書類 01 文書目｜02 編纂目｜03 局報目｜04 統計
目｜05 報告目｜06 圖書目｜07 雜目 

01 庶務課 

03 雜件類 01 雜件目 
01 出納類 01 預算目｜02 決算目｜03 支出目｜04 仕拂

目｜05 俸給目｜06 旅費目｜07 雜目 
02 調度類 01 物件賣買目｜02 物件貸借目｜03 物品出

納目｜04 營繕目｜05 廳中取締目｜06 廳舍
目｜07 官舍目｜08 傭員目｜09 統計目｜10
雜目 

02 會計課 

03 雜件類 01 職員貯金目｜02 吊祭基金目｜03 雜目 
01 事業計畫類 01 事業計畫目｜02 準備目｜03 人員配置

目｜04 調查區域目〈調查濟未濟表〉｜05 擔
當區域目〈監督官、調查官〉｜06 支局目｜
07 派出所目〈設置、移轉、廢止〉｜08 結了
報告目 

02 事業監督類 01 事業監督目｜02派出所決行事項報告目｜
03 監督報告目｜04 事務功程目｜05 測量功
程目｜06 三角測量功程目｜07 統計目｜08
雜目 

03 舊慣類  

03 監督課 

04 雜件類  
01 調查類 01 實地調查目｜02 調查準備目｜03 申告書

目｜04 異動地目｜05 紛爭地目｜06 業主榷
認定目｜07 行政區域調查目｜08 人員配置
目｜09 地位等級收穫調查目 

02 整理類 01 圖簿整理目〈圖書進達、檢查、推問〉｜
02 臺帳整理目｜03 統計目｜04 土地調查委
員會目〈高等土地調查委員會、地方土地調查
委員會〉 

04 調查課 

03 雜件類  
01 測量類 01 土地測量目｜02 人員配置目｜03 圖簿整

理目〈圖簿進達、檢查、推問〉｜04 統計目｜
05 標識目 

02 製圖類  

05 測量課 

03 雜件類  
04 三角測量類 01 三角測量目｜02 作業整理目｜03 統計目 06 圖根課 
05 雜件類  
06 整理用簿冊 01 總目錄 
 02 類別目錄 

06 臺灣土地調查
局公文類纂 

07 其他 

 03 進退目錄 



 51

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01 秘書門 01 敕語及令旨類｜03 進退類｜06 位勳褒賞

類｜07 懲戒類｜09 儀式類｜10 雜類 
03 警察門 01 高等警察類｜03 行政警察類｜05 人事

類｜07 公眾衛生類｜12 雑類 
07 教育門 02 學校及教員生徒類｜06 雑類 
10 殖產門 02 商工業類｜04 鑛業類｜05 林業類｜07 畜

產類｜08 博覽會類｜10 雜類 

01 台北縣公文類纂 

11 土木門 02 河川港灣類｜06 營繕類｜07 雑類 
01 秘書門 03 進退類｜04 辭令類｜07 懲戒類｜08 恩給

及賜金類 
03 警察門 01 高等警察類｜05 人事類｜07 公眾衛生

類｜11 阿片類｜12 雑類 
08 財務門 10 官有財產類 
10 殖產門 02 商工業類｜10 雑類 

02 台中縣公文類纂 

11 土木門 01 道路橋梁類｜02 河川港灣類｜04 埤圳工
事類｜06 營繕類 

01 秘書門 03 進退類｜04 辭令類｜06 位勳褒賞類｜08
恩給及賜金類｜10 雜類 

03 警察門 01 高等警察類｜05 人事類｜07 公眾衛生
類｜12 雑類 

07 教育門 06 雜 
10 殖產門 02 商工業類｜05 林業類 

03 台南縣公文類纂
一 

11 土木門 06 營繕類 
01 官房門秘書部 01 法規令達類｜02 進退類｜03 儀式及弔祭

類｜04 位勳記章類｜05 恩給賜金類｜06 賞
與類｜07 印章類｜08 懲戒類｜09 履歷類｜
10 願伺屆類｜11 官衙類｜12 定員及現在員
類｜13 服務類｜14 報告類｜15 雜類 

02 官房門外事部 01 領事館類｜02 居留地類｜03 外人取扱
類｜04 海外旅行類｜05 島內旅行類｜06 清
國人上陸類｜07 報告類｜08 雜類類 

03 官房門記錄部 03 統計類 
04 內務門庶務部 01 辦務署類｜02 街庄社類｜03 訴訟調停

類｜04 縣報類｜05 恩賞救恤類｜06 兵事
類｜07 戶籍戶口類｜08 社寺宗教類｜09 慈
恵義倉類｜10 土地類｜11 內地旅行類｜12
公共團體類｜13 報告類｜14 紳章類｜15 棄
兒行旅死亡類｜16 雜類 

05 內務門殖產部 01 農業類｜02 水產漁塭類｜03 山林原野
類｜04 開墾移住類｜05 鑛業地質類｜06 塩
業類｜07 糖業及樟腦業類｜08 家蓄家禽類｜
09 蕃人蕃地類｜10 商工業類｜11 銀行會社
市場類｜12博覽會共進會類｜14度量衡類｜
15 交通運輸類｜16 船舶海員類｜17 報告
類｜18 氣象觀測類｜19 雜類 

06 內務門學務部 01 學制類｜02 學校類｜03 教科書類｜04 教
員生徒類｜05 學藝類｜06 報告類｜07 學租
及雜類 

07 內務門會記部 01 豫算類｜03 國費類 
08 內務門土木部 01 家屋類｜07 報告類 
09 內務門經常部 01 仕拂豫算類｜02 各部豫算類 

07 舊縣公文類纂 

03 台南縣公文類纂
二 

10 內務門臨時部 01 豫算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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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11 稅務門賦稅部 01 地租類｜02 鑛區稅類｜03 製茶稅類｜04

契稅類｜05阿片收入類｜06 糖業稅及樟腦稅
類｜09 官租類｜11 雜收入類｜12 官有物拡
下貸類｜13學租以下類｜16一般歲入類｜17
歲入調定同證憑類｜18 歲入現計書及計算書
類｜19 雜類 

 

12 稅務門徵收部 01 豫算類｜02 決算類｜04 身元保證類｜05
滯納處分類｜06 報告類｜07 雜類 

01 秘書門 03 進退類｜07 懲戒類｜10 雜類 
02 文書門 03 雜類 
03 警察門 05 人事類 
05 地方門 03 兵事類 

05 新竹縣公文類纂 

10 殖產門 10 雑類 
06 台東縣公文類纂 01 秘書門 03 進退類｜04 辭令類 

01 秘書門 03 進退類 07 鳳山縣公文類纂 
03 警察門 05 人事類 
01 秘書門 03 進退類｜10 雜類 
03 警察門 01 高等警察類｜05 人事類｜07 公眾衛生

類｜12 雑類 

08 嘉義縣公文類纂 

10 殖產門 08 博覽會類 

 

09 其他 01 舊縣文書整理用簿冊 01 總目錄｜02 類別目錄｜03 進退目錄 
01 宜蘭廳 01 二結堡｜02 茅仔寮堡 
02 基隆廳 01 基隆堡 
03 臺北廳 01 海山堡 
04 桃仔園廳 01 桃澗堡｜02 海山堡｜03 竹北二堡 
05 新竹廳 01 竹北一堡｜02 竹北二堡｜03 竹南一堡 
06 苗栗廳 01 苗栗一堡｜02 苗栗二堡｜03 苗栗三堡｜

04 捒東上堡 
07 臺中廳 01 藍興堡 
08 彰化廳 01 馬芝堡 
09 斗六廳 01 他里霧堡 
10 臺南廳 01 效忠里｜02 新昌里｜03 永寧里｜04 仁和

里｜05 文賢里｜06 依仁里｜07 崇德西里｜
08 仁德南里｜09 仁德北里｜10 新化北里｜
11 外新化南里 

11 鳳山廳 01 仁壽上里｜02 興隆內里 
12 阿猴廳 01 港東中里 

01 土地申告書 

13 其他 01 其他 
01 桃仔園廳 01 桃澗堡｜02 海山堡｜03 竹北二堡 
02 新竹廳 01 竹北一堡｜02 竹北二堡｜03 竹南一堡 
03 苗栗廳 01 苗栗一堡｜02 苗栗二堡｜03 苗栗三堡｜

04 捒東上堡 
04 臺中廳 01 捒東下堡 
05 彰化廳 01 線東堡｜02 東螺西堡 
06 南投廳 01 武東堡 
07 斗六廳 01 斗六堡 
08 臺南廳 01 楠梓仙溪西里 
09 蕃薯寮廳 01 羅漢外門里 
10 鳳山廳 01 大竹里 
11 阿猴廳 01 港西下里 
12 恆春廳 01 長樂里｜02 興文里 

02 業主查定簿 

13 其他 01 其他 
01 宜蘭廳 01 員山堡｜02 頭圍堡｜03 紅水溝堡｜04 茅

仔寮堡 

08 土地相關書類 

03 民有大租名寄帳 

02 桃仔園廳 01 桃澗堡｜02 海山堡｜03 竹北二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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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 
03 新竹廳 01 竹北一堡｜02 竹北二堡｜03 竹南一堡 
04 苗栗廳 01 苗栗一堡｜02 苗栗二堡｜03 苗栗三堡｜

04 捒東上堡 
05 臺中廳 01 捒東上堡｜02 捒東下堡｜03 大肚中堡 
06 鹽水港廳 01 白鬚公潭堡 

 

07 其他 01 其他 
04 大租權補償金仕
繹簿 

01 新竹州  

01 宜蘭廳  
02 基隆廳  
03 臺北廳  
04 桃仔園廳  
05 新竹廳  
06 苗栗廳  
07 臺中廳  
08 彰化廳  
09 南投廳  
10 斗六廳  

05 大租權補償金台
帳 

11 其他 01 其他 
01 基隆廳 01 基隆堡 
02 臺北廳 01 芝蘭三堡 
03 桃仔園廳 01 桃澗堡｜02 海山堡｜03 竹北二堡 
04 新竹廳 01 竹北一堡 
05 苗栗廳 01 苗栗二堡｜02 捒東上堡 
06 彰化廳 01 線西堡｜02 貓羅堡｜03 二林上堡｜04 二

林下堡｜05 燕霧上堡｜06 燕霧下堡｜07 武
西堡｜08 深耕堡 

07 南投廳 01 南投堡｜02 北投堡｜03 集集堡｜04 埔里
社堡 

08 斗六廳 01 打貓北堡｜02 大槺榔東頂堡 
09 嘉義廳 01 大坵田西堡 

06 官租地一筆限調
書 

10 其他 01 其他 
01 委任豫約賣渡台帳 01 台南州｜02 其他 

 

07 其他 
02 其他  

09 財稅相關書類    
1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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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分類層級關連下拉式選單代碼表 
 

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 第三層級 第四層級 
普通地形圖 縣級以上地形圖｜縣級地形圖｜普通區域地形圖｜綜合 
土壤 土壤分布圖｜土壤構造圖｜綜合 
地質 普通地質圖｜山脈地質圖｜地體構造圖｜斷層圖｜地震圖｜重磁力場

圖綜合 
山脈 山脈分布圖｜山脈圖｜丘陵分布圖｜丘陵圖｜綜合 
流域湖泊 河川分布圖｜流域圖｜湖泊分布圖｜湖泊圖｜地下水分佈圖｜綜合 
水文海象 水位圖｜流量圖｜海洋深度圖｜海流圖｜潮汐圖｜海洋底質圖｜綜合 
氣候 溫度｜雨量｜風向｜颱風｜氣壓｜溼度 

自然地理 

綜合  
行政區界 行政域區｜區界變更｜庄界｜綜合 
都市計畫 市區計畫｜市區改正｜綜合 
市街道路 街道平面｜綜合 
機關位置(含配置) 軍事｜學校｜警察官吏派出所｜監獄｜機關宿舍｜綜合 
地籍管理 地圖謄本｜綜合 

人文地理 

綜合  
農業 原野開墾設計｜申請成功實測｜原野賣渡｜原野面積｜申請造林園藝

甘蔗｜蕃薯｜綜合 
畜牧 種類分佈圖｜綜合 
林木 樟樹｜綜合 
水產 魚池設計｜魚網｜禁止漁業區域｜綜合 
礦業 石炭｜鹽業｜金礦｜石油｜銅｜鐵｜硫黄｜燐礦｜綜合 
工業 種類分佈圖｜綜合 
交通 運輸｜通信｜鐵道｜綜合 
商業 國內貿易｜國際貿易｜綜合 

產業地理 

綜合  
政府機關 行政機關｜專賣局機關｜軍事機關｜ 

｜警察機關｜郵局｜氣象站｜綜合 
公共設施 醫院｜車站｜公園｜市場｜戲院｜博物館｜綜合 
民間會社 辦事處｜營業所｜共濟組合｜綜合 
一般住宅 民房｜宿舍｜綜合 
學校單位 高等教育｜職業學校｜公小學校｜國語傳習所｜綜合 
工廠設備 廠房倉庫｜綜合 
社寺 神社｜寺廟｜教堂｜綜合 

建築 

綜合  
水利工程 水文監控｜河川整治｜埤圳開發｜地下水開發｜埤塘水庫｜海岸整

治｜綜合 
上下水道 自來水開發｜下水道｜自來水管｜綜合 
大地工程 海埔地開發｜山坡地開發｜隧道開挖｜田地改良｜綜合 
交通工程 機場工程｜港灣工程｜公路工程｜鐵路工程｜管線工程｜綜合 
環境工程 廢棄物處理｜疾病預防｜綜合 
特殊工程 大型橋樑｜軍事工程｜標示工程｜綜合 
測量 測量點｜綜合 

土木 

綜合  
初級機具 農漁具｜綜合 
加工機具 生產加工｜填充｜包裝｜綜合 
測量機具 三角尺｜水平儀｜綜合 
載運機具 輸送架｜三輪車｜漁船｜綜合 
營建機具 板模｜挖土器｜綜合 
衣著服飾 設計圖｜成品圖｜綜合 
餐飲用品 設計圖｜成品圖｜綜合 
其他物品 設計圖｜成品圖｜綜合 

圖 

機具物品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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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 第三層級 第四層級 
表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