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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的意義與範圍 

 

由於照片本身具有影像，容易吸引讀者的注意，所以照片主

要的功能在於作為學術及普通刊物的輔助插圖。 1除此之外，照

片還具有政治、文化風俗及藝術紀錄的教育價值，使得照片成為

某時期、社會變遷及藝術作品的研究中重要的資訊來源。為了使

全國照片檔案有一致的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標準，讓使用者方便

並有效地檢索照片檔案，以期節省使用者及檔案管理人員的調檔

時間，並能提供檔案管理人員編排與描述照片檔案時的參考依

據，故需要一套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原則及方法。國內目前沒有

一致的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標準，隨著照片檔案的快速增加，檔

案管理人員面臨如何正確編排及描述成千上萬的底片、幻燈片及

照片等問題。 2 

照片檔案需要特殊的典藏環境和保存方法，也因為其特質而

需要不同的描述欄位， 3不但能達成掌握照片檔案，更能善用其

潛在資訊，甚至創造商業價值。  

一、 照片檔案的意義與範圍 

國內《檔案法》對檔案的定義為：  

                                                 
1 Ritzenthaler, Mary Lynn, Archives & manuscripts : administration of photographic collections.
（Chicago, Ill：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984）,p25. 
2陳紫秀，「視聽資料照片之管理」（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台北市：行政

院研考會，民 83。 
3 Ellis, Judith. Keeping archives. 2nd ed.（Victoria：Thorp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ustralian Society 

of Archivists，1993）,p.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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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  

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 4 

《中國大百科全書》對檔案（ archives）的定義為：  

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政治、軍事、  

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等活動直接形成  

的具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  

形式的歷史紀錄。 5 

照片的定義，按 1992 年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簡稱 SAA）所出版的《檔案工作者、手稿

館員、和文書管理者辭典》（A Glossary for Archivists，Manuscript 

Curators， and Records managers）中定義「照片」（ photograph）

為：  

在光源下曝光而起化學反應後，呈現在感光材質  

的影像。 6 

照片檔案（ photographic record/archives）的定義，於 1992

年 SAA 出版的《檔案工作者、手稿館員、和文書管理者辭典》

中定義為：  

以照片形式呈現的檔案，包含負片、正片及輸出品。 7 

1998 年鄧紹興主編的《檔案分類》中，所下的定義為：  

照片檔案是機關、組織和個人在社會活動中  

直接形成的，有保存價值的以感光材料為載體，  

                                                 
4檔案管理局，檔案法法規彙編（台北市：檔案管理局，民 91），頁 1。 
5陳兆示吳、和寶榮，「檔案」，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北京市：中國大百

科全書出版社，1993），頁 42。 
6 Bellardo, Lewis J.＆Bellardo, L. L. A glossary for archivists, manuscript curators, and records 

managers.（Chicago：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1992）,p.26.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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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像為主要反應方式的歷史紀錄。 8 

    1991 年張書才主編的《檔案工作實用手冊》中，所下的定

義為：  

照片檔案是在新聞、科技、藝術等各項工作中  

形成的，具有查考利用價值，並經過整理保存  

的底片、照片和文字說明。 9 

    1997年張國民在他所著的文章《照片檔案的組成及保護》

當中，對照片所下的定義為： 

照片檔案是國家機關、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在從事 

各種活動中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並 

按照一定原則和方法經過加工整理、集中保管起 

來的各種照片以及相應的文字說明材料。10 

    1994年李軍在他的文章《照片檔案的構成及整理》中對照

片的範圍定義如下： 

照片檔案由以下三個方面組成，即照片（正片）、 

底片（負片）、文字說明，只有這三者的完整統 

一，才能稱之為照片檔案。11 

    1993 年 Judith Ellis 在他所著的 ”Keeping Archives”中提到，

照片檔案主要的實體形式有：1. 輸出品；2. 底片（負片）；3. 幻

燈片。 12 

                                                 
8鄧紹興主編，檔案分類（北京：首都師範大學，1998），頁 89。 
9 張書才主編，檔案工作實用手冊（河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頁 505。 
10 張國民，「照片檔案的組成及保護」，檔案學通訊 1997年第 4期（1997）：65-66。 
11 李軍，「照片檔案的構成及整理」，檔案學研究 1994年第 3期（1994）：57-59。 
12 Ellis, Judith. Keeping archives. 2nd ed.（Victoria：Thorp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ustralian Society 

of Archivists，1993）,p.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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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的相關文獻中，通常將文字說明歸屬於照片檔案

的範圍，但西方的文獻中通常並未將其納入，而且在檔案館（單

位）中，有些照片檔案因為某些因素，並不是都有文字說明，故

本文對照片檔案的範圍採中國大陸的說法，並歸納上述的定義如

下：  

照片檔案為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政  

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生  

活等活動直接形成，具有保存價值的感光材質影  

像，包含正片、負片、輸出品及文字說明。  

 

二、 照片檔案的特點 

    要掌握好任何事物或資訊，對其本質及特質上的瞭解是必

須的，管理照片檔案也不例外。照片以圖像呈現，是最符合事實

與攝影者所見的紀錄，但由於影像本身大多不具文字說明，進而

引申出編排與描述上的兩項問題：  

（一）需要及時註解說明  

某一時空背景所拍下的照片，若未及時註解與說明，在歷經

一段時間之後，攝影者往往對其中的人物、事件、時間、地點及

背景等資訊可能早已忘記，更何況對於未參與其中的照片檔案管

理人員而言，註解及說明照片中的資訊更是一件困難的工作。然

而其背景及內容在出版、編輯時卻常常是必要的資訊，因而於照

片檔案形成之初，就要儘早紀錄照片所顯示的必備相關資訊，以

免造成日後檔案工作人員的負擔，也可能流失其中重要的資訊。 

（二）描述與使用的方式與文字資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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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資料本身係以文字記載機關、組織和個人在各項活動中

所形成的相關資訊，使用者很容易藉由主題事件或產生單位查找

檔案，然而使用者於查找照片時，往往從人物、時間、地點、主

題及關鍵字等檢索點查詢，因而描述的層級、著重點等方向也會

有所差異，若以描述文字資料的層級來描述檔案，將造成遺漏許

多重要照片的困境。  

    對於照片本身具有的特點，在許多文獻中都有相關的探

討，從張書才、戴曉波、Wendy M. Duff 與 Marlene van Ballegooie

對照片檔案特點的說明，分述如下：  

張書才將照片檔案的特點分為以下四點： 13 

1. 真實性  

照片一般是現場拍下來的，能夠反應當時當地的場景和人物

情況。  

2. 形象性  

照片紀錄事物的外型特徵，給人直觀的感受。  

3. 生動性  

照片能把轉瞬即逝的情景形象生動地紀錄下來，給人留下深

刻的印象。  

4. 交流性  

照片檔案的利用率較高，一些珍貴的照片常常被有關單位從

各種角度去利用。底片和照片都可以複製和翻拍，廣泛地進行交

流。  

                                                 
13張書才主編，檔案工作實用手冊（河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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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曉波提出照片檔案的特點如下： 14 

1. 資訊生動、形象  

照片檔案以直觀、具體、豐富的圖像來反應所記載的資訊，

可讓使用者一目了然，所以具有資訊的生動、形象性。  

2. 資訊的多元性  

一張照片，不同的使用者可以藉此得到不同側面的真實資

訊，如能仔細挖掘，常常能獲得連攝影者也不曾注意到的內容。 

3. 來源的廣泛性  

早期相機是宣傳部門和專業攝影師的寵兒，直到今天相機已

經很普及，致使照片檔案的來源更加廣泛。  

4. 載體的特殊性  

照片從拍攝到成像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化學反應過程，無論是

照片或底片，與一般紙質檔案相比，具有更多樣的化學成分。  

5. 文字說明的配套性  

照片、底片、文字說明是照片檔案的三要素。文字說明是對

照片圖像的解釋和補充，照片圖像儘管具有生動、形象、直觀反

映資訊的特點，但為了更全面、準確、深刻地反映照片圖像內容，

離不開簡潔、必要的文字說明，文字說明應與照片圖像互相配套

而保存。  

6. 複製件的原始性  

一般紙質檔案的複製品，如微縮、複印、抄錄等，其原始性

將大大削弱甚至消失，相反的照片檔案的複製品，均出自同一張

                                                 
14 戴曉波，「從照片檔案特點看照片檔案管理」，山西檔案 1996年第 2期（1996.0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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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片的直接複製，因此其複製品不破壞原始憑證功用。  

Wendy M. Duff 和  Marlene van Ballegooie 在他們所著的

RAD Revealed 中提到一些檔案館不會描述到項目層次，除非檔

案本身具有脆弱、獨一無二、高度使用或重要等條件的特殊媒

體，具有描述項目層次的需要時，檔案館才會進行項目層次的描

述，例如照片資料。 15 

由上述張書才、戴曉波、Wendy M. Duff 三者對照片檔案的

特點，歸納出照片檔案不同於文字資料的特點為：  

1. 真實性  

早期的照片通常於事件發生的瞬間拍攝紀錄下來，反映現場

當時的情狀，對於其真實性通常無庸置疑，即使經過竄改，也可

以由專家鑑定而出，不像文字資料經由人的修辭寫下，文字的些

微差異可扭轉事實。然而近年來數位相機盛行，經由電腦軟體可

輕易修改照片，其真實與否以及是否具有證據價值有待考驗，可

作為未來研究的方向。  

2. 形象化  

照片紀錄事物的外型特徵，以圖形呈現，給人直觀的感受，

且不受語言的限制。  

3. 資訊多元化  

由一張照片不同的使用者從不同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的資訊。 

4. 來源廣泛性  

相機的普遍使得檔案的來源能夠更廣泛，甚至是攝影者於街

                                                 
15 Duff, Wendy, RAD revealed : a basic primer on the 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Ottawa, Ont. : 

Canadian Council of Archives, 2001）,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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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不經意拍攝下來的照片，也可能成為數十年後歷史學家研究當

時民間生活的珍貴照片。  

5. 載體特殊性  

照片檔案包含正片、負片和輸出品，本身都是複雜的感光化

學材料，需要特殊的保存環境。  

6. 需要輔助說明  

照片雖然直接記載事件的形象本身，然而大多數的情況下，

經過一段長久的保存後，僅經由圖像並無法確切的判斷時間、地

點、人物等等資訊，這些資訊卻在出版、編輯時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故需及早輔以文字說明。  

 

三、 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的意義與範圍 

    編排與描述的意義與範圍依各國的用語而有所差異，為了

使文獻探討的定義與範圍上在本研究中趨於一致，並界定本研究

所探討的範圍，分別將西方國家、中國大陸與我國的編排與描述

定義進行分析與整理如下：  

    1992年 SAA出版的 ”A Glossary for Archivists, Manuscript Curators, 

and Records Managers”中對「編排」（arrangement）與「描述」（description）

的定義如第一章名詞解釋中所述。 

「檔案管理局」於民國九十年編撰的《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

冊》中，對第七章「立案」的範圍說明如下：  

各機關辦理檔案分類、編案之程序與原則等 

相關作業事項。16 

                                                 
16檔案管理局，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台北市：檔案管理局，民 90），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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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分類」的名詞定義為「根據檔案內容之性質，歸入檔案

分類表中最適當之類目」，內容主要為依據檔案分類表及檔案保

存年限區分表歸入適宜且專屬的類目；「編案」的名詞定義為「按

檔案案情，建立簡要案名」，處理步驟主要為建立簡要案名和給

予適當之檔號（包含年度號、分類號、案次號、卷次號、目次號）。 

    該手冊於第八章「編目」的範圍說明如下： 

各機關辦理檔案編目相關作業事項，包括檔 

案著錄及編目統計等過程。17 

並對「編目」的名詞定義為「就檔案之內容及形式特徵，依檔案

編目規範著錄整理後，製成檔案目錄」，其處理步驟主要為檔案

著錄與編目統計。  

    第九章「立卷」的範圍說明如下：  

檔案經立案編目後，於入庫上架前應進行之前 

置保管過程與處理，包括檔案整卷、入卷、案 

卷目次表製作事項。18 

「立卷」的工作內涵主要包括整卷、入卷、案卷目次表製作。該

章對於照片檔案的包裝、置入卷夾、書寫卷夾說明、製作案卷目

次表均予以規範。 

    中國大陸於1989 年 10 月 5 日公佈的《照片檔案管理規範》

中，對於照片檔案編排描述的用語以「整理」一詞概括，其定義

如下：  

以有利於保持照片檔案的有機聯繫，有利於保管  

，便於為利用者提供服務為整理原則。照片檔案  

                                                 
17檔案管理局，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台北市：檔案管理局，民 90），頁 8-1。 
18檔案管理局，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台北市：檔案管理局，民 90），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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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片應單獨整理和存放，照片和說明一同整理  

和存放。 19 

以上的界定仍很籠統，故引 1989 年鄧紹興與陳智為合著的《檔

案管理學》予以補充，他們將照片檔案的「整理」分為四個部分：

20 

（一）照片檔案的分類  

根據照片檔案的特點，考量館藏情況，考慮照片與其他類型檔案

的聯繫，依材質、尺寸、內容等條件歸類。  

（二）照片文字說明的編寫  

紀錄照片中的事由、時間、地點、人物、背景、攝影者等要素。 

（三）照片檔案的立卷  

照片檔案分類以後，將照片組合成案卷。  

（四）照片檔案的編目  

填寫案卷的卷內目錄、卷內參考表、案卷目錄及將底片編號登入

目錄登記簿中。  

    本研究的編排與描述採美國檔案人員學會（SAA）出版

的”A Glossary for Archivists, Manuscript Curators, and Records 

Managers” 中 賦 予 的 定 義 ， 經 分 析 比 較 後 發 現 ，「 編 排 」

（arrangement）相當於我國「立案」中的「分類」與「立卷」，

並相當於與中國大陸的「分類」與「立卷」；「描述」（description）

相當於我國「立案」中的「編案」及「編目」，也相當於中國大

陸的「編寫文字說明」與「編目」。 

                                                 
19北京大學，「照片檔案管理規範」<http://www.pku.edu.cn/lib&mus/archives/dafg/zhaopian.htm>
（2002/10/23） 

20 鄧紹興、陳智為主編，檔案管理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6），頁 40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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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討排序原則及適宜的描述層級與欄位，對於包

裝材料規格、貼標籤、上架等事項，於《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中已有統一規定，21不列入研究範圍之中，但該手冊對於照片檔

案的包裝材料、規格等規定，仍依文字檔案方式處理，其方法是

否適當以及照片檔案適宜的容器類型、規格、尺寸等問題，亦可

作為其他研究的主題與方向。 

 

 

 

 

 

 

 

 

 

 

 

 

 

 

 

 

 

 

                                                 
21檔案管理局，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台北市：檔案管理局，民 90），頁 9-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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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英國及加拿大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的依  

據標準及原則  

一、 檔案原則 

英國檔案人員學會（Society of Archivists）於 2000 年出版

的”Manual of Archival Description III”中提到，檔案的編排應基

於結構的分析和原來的組織方式。22對於如此的思考與處理方

式，具體化而言就是指來源原則和登記原則（尊重全宗和尊重原

始順序），來源原則要求，一個人、一個家庭、組織或其他單一

來源所產生或聚集的資料應保存在一起，且不要跟其他的來源混

合；登記原則則說明，資料應該以它們原來的組織典型或架構以

及原來的檔案編排作保留。23 

西方國家對於來源原則與登記原則的發展很早，例如 1816

年的德國、1826 年的荷蘭24與 1839 年的法國25分別聲明來源原則，

1880 年代普魯士（Prussia）發布尊重原始順序，26過了一百多年，

這些原則仍被世界各國沿用至今。 

1993 年，由 Judith Ellis 所著的“Keeping Archives”中提到，

「來源原則和原始順序是照片編排描述的基礎」。271989 年由美國

                                                 
22 Procter, Margaret，Manual of Archival Description. 3rd ed.（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 

Burlington, Vt.：Gower, 2000），p.6. 
23 Ritzenthaler, Mary Lynn, Archives & manuscripts : administration of photographic collections. 
（Chicago：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984）,p.71. 

24 Horsman, P. “Taming the Elephant: An Orthodox Approach to Principle of Provenance.”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Report from the First Stockholm Conference on Archival Theory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2-3 September 1993.（[Stockholm] : Swedish National Archives, 
1994）,p.53. 

25 薛理桂，檔案學理論（台北市：文華，民 91），頁 92。 
26 Hunter, Gregory S., 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practical archives : a how-to-do-it manual.（New 

York :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7）,p.98. 
27 Ellis, Judith. Keeping archives. 2nd ed.（Victoria：Thorp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ustralian Society 

of Archivists，1993）,p.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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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人員學會（SAA）所出版的 APPM2 中論及尊重全宗及尊重

原始順序的功能在於「尊重全宗能保證資料必要的完整性和歷史

的正確性；而原始的文件群和順序能提供其證據價值。」28 

任何事件的發生，若由紀錄史實的角度觀之，其時間與空間

的定位是最為重要的。來源原則提供一般性的空間定位，亦即產

生地點的資訊；原始順序提供檔案產生時間的先後順序，亦即時

間點的掌握，依來源原則與原始順序編排照片檔案，可以幫助檔

案管理人員與研究人員盡可能的瞭解檔案所記載的事件之時空

背景等重要資訊。 

 

二、 美國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的依據標準 

（ 一 ） 美 國 檔 案 編 目 規 則 （ Archives, Personal Papers, and 

Manuscripts ： a cataloging manual for archival repositories, 

historical societies, and manuscript libraries，簡稱 APPM）  

早期圖書館界發覺要將圖書館中所蒐藏的珍貴個人文件及

手稿館藏進行編目是很困難的，1977 年代，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手

稿部門館員首先利用 AACR（ the 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第一版的修訂版草案來規範有關手稿資料的描述，但一

般圖書館界的普遍反應，則是認為該草案並不很適用。1978 年

AACR2 正式出版，美國國會圖書館依舊感覺到 AACR2 對於某些

特殊資料的編目需求無法配合，自此圖書館界逐步與外界團體合

作，以 AACR2 為基礎，專為罕見書及靜畫資料製作描述說明手

                                                 
28 Hensen, Steven L., Archives, personal papers, and manuscripts : a cataloging manual for archival 

repositories, historical societies, and manuscript libraries. 2nd ed.（Chicago：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989）,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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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這些手冊在經過各國相關領域人員的建議、反應與修正，終

於在 1983 年產生了 APPM，也就是現今美國境內普遍為檔案人員

所採用的檔案暨手稿資料編目的規則，並於 1989 年修訂為

APPM2，同時以圖書館理論為基礎，以檔案特性為依歸，讓檔案

編目在管理工作上有所遵循。29 

    APPM2 主要分為兩大部分－描述及標目與劃一題名，其內

容架構如下： 

第一部分  描述 

第一章  檔案資料的描述 

第二部分  標目與劃一題名 

第二章  檢索點的選擇 

第三章  人名標目 

第四章  地理名稱 

第五章  團體標目 

第六章  劃一題名 

    針對照片檔案部分，APPM2 於導論中提到「本規則涵蓋來

源、範圍、內容和檔案資料的描述，但不管資料載體的實體形式

為何」。30另外於第一章－檔案資料的描述中也提及，含圖及樂譜

的手稿、經典作品的手抄本和非文字的檔案資料如圖片（包含照

片）、電腦檔、動畫和影音資料，可能會依據其他規則編目。31 

                                                 
29 傅明儀，「檔案描述規則及圖書編目規則之關係：以 APPM及 AACR2為例」，國立中央圖書
館臺灣分館館刊第六卷第五期（民 89年 9月），頁 28-39。 

30 Hensen, Steven L., Archives, personal papers, and manuscripts : a cataloging manual for archival 
repositories, historical societies, and manuscript libraries. 2nd ed.（Chicago：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989）,P.3. 

31 Hensen, Steven L., Archives, personal papers, and manuscripts : a cataloging manual for archival 
repositories, historical societies, and manuscript libraries. 2nd ed.（Chicago：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989）,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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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M 並無特別針對照片檔案描述的說明，其描述規則類似

於 AACR2，按題名與責任說明項、版本項、資料特殊細節項、

稽核項、集叢項、附註項等欄位描述文字檔案。 

    對於將圖書編目的方式經修改後套用於檔案的描述，英國

人 Michael Cook 則認為適用於圖書館的 AACR2 與由 AACR2 為藍

本所擬定的 APPM 皆不適用於檔案。32 

 

（二）檔案與手稿：照片館藏管理 

SAA 於 1984 年所出版的專書－Archives & Manuscripts：

Administration of Photographic Collections，主要針對具有作為歷史

研究、出版和展覽等資料來源且有文獻價值的照片，依照片的範

圍、特質、商業價值和研究潛力提供檔案相關機構於制定政策時

的指導。33 

此書共分為七章，茲分述如下： 

第一章 檔案館藏中的照片 

第二章 照片顯影歷史 

第三章 鑑定與館藏政策 

第四章 編排與描述 

第五章 照片資料的保存 

第六章 合法取得 

第七章 照片複本管理 

    與照片檔案的編排與描述相關的第四章分為三個部分，分

                                                 
32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AA）,「Chapter 13：International efforts toward descriptive 

standards.」<http://www.archivists.org/catalog/stds99/chapter13.html>（2002/10/23） 
33 Ritzenthaler, Mary Lynn, Archives & manuscripts : administration of photographic collections. 
（Chicago：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984）,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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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檔案原則、制定計畫的考量及處理。檔案原則部份提到兩個

編排與描述系統的基本觀念：來源原則和登記原則（尊重全宗和

尊重原始順序）。來源原則的觀念要求一個人、一個家庭、組織

或其他單一來源所產生或聚集的資料應保存在一起，並且不要跟

其他的來源混合在一起。登記原則則說明，資料應該以它們原來

的組織典型（pattern）或架構以及原來的檔案編排作保留。即使

在檔案館收到照片之前，它們已經被混合而且重新編排過了，但

這個觀念應該成為任何編排描述系統的基礎。編排描述照片時先

處理較大群的資料：文件群（record group）或館藏（collections），

依館藏、系列或案卷層級作分析性描述，每一個文件群必須以它

的價值作為處理基礎，並且在處理時要有彈性。 

第二部分提醒檔案管理人員開發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系統

前，要有周密的計畫，以及為特殊的照片檔案館設計一套系統前

必須遵守一般性的原則，以維持目錄的一致性，助於各館的資源

共享。計畫中除了要先確定館藏政策外，並須以來源原則與原始

順序作為組織檔案的觀念。 

第三部分對照片檔案的處理步驟作詳細的解說，從建立清

冊、館藏檔（file）、採訪紀錄、貼標籤、製作初步目錄到編排與

描述皆詳細說明。其中編排照片部份又以三種類型的照片－個別

的照片、群組照片和手稿館藏附帶的照片，採用不同的整理方

式。34最後亦交代了編號、鑑定、瀏覽檢索、編索引和自動化等

細節，是難得的照片檔案管理專書，可惜由於當時的自動化不如

現在先進，對編排與描述的自動化並沒有深入的探討。  

                                                 
34 Hensen, Steven L., Archives, personal papers, and manuscripts : a cataloging manual for archival 

repositories, historical societies, and manuscript libraries. 2nd ed.（Chicago：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989）,P.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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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英 美 編 目 規 則 第 二 版 （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簡稱AACR2）  

英美編目規則（AACR）於 1967 年第一次出版，並於 1978

年修訂後出版第二版。十年後，由 AACR 的聯合指導委員會（ the 

Joint Steering Committee）合併、修改、校訂、補充了第二版並

同意出版後，於 1988 年出版了修訂本。 35 

AACR2 共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描述，共有十二章，

分別是：第一章通則、第二章圖書、第三章地圖資料、第四章手

稿、第五章音樂資料、第六章錄音資料、第七章影片或錄影資料、

第八章靜畫資料、第九章電腦檔、第十章立體資料或藝術品、第

十一章微縮資料、第十二章叢書。第二部分標目及劃一題名共有

五章，分別是第二十一章檢索點的選擇、第二十二章個人標目、

第二十三章地理名稱、第二十四章團體標目、第二十五章劃一題

名。 

此規則與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有關的第八章靜畫資料，內容

包含通則、題名及著者敘述項、版本項、資料特殊細節項、出版

項、稽核項、集叢項、附註項、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補

編、多種資料類型組成之作品與影抄、影印及其他複製品等部

份。36 

Hensen 在他的文章中提到，AACR2 在第四章手稿、第七章

影片或錄影資料、第八章靜畫資料的描述上，將書目式的規則應

                                                 
35 Hunter, Eric J, An introduction to AACR 2 : a programmed guid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1988 revision. 3rd ed.（London : C. Bingley, 1989）,p.7. 
36 ALA, 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2nd ed.（Chicago：ALA, 1978）,p.18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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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上述資料的描述本質上是不適當的。 37 

 

（四）靜畫資料：原件與歷史館藏之描述規則（Graphic materials : 

rules for describing original items and historical collections） 

美國國會圖書館在 AACR2 出版後不久，便宣佈要為特殊型

式的資料編寫手冊， 1982 年“Graphic materials”出版，專為靜畫

資料設計，包含平面藝術品原件、複製藝術品、圖表、海報、照

片、底片等類型的媒體，作為圖書館靜畫資料編目的指導，以及

AACR2 的理論和一般性的架構。38 

本書分為六個部分，分別是總則、題名及著者敘述項、出版

項、稽核項、集叢項和附註項。與 AACR2 相比較，此書刪除版

本項、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補編、多種資料類型組成之

作品、影抄、影印及其他複製品等記載項目，且多了許多細節上

的描述與許多的範例。 

引言部分提及對於其他具有相似館藏的機構，例如博物館與

檔案館，若依此規則擴展應用將會有所幫助，39本規則對於擁有

成千上萬張照片館藏的檔案館（單位）來說是否完全合用？對於

第一手資料的檔案而言，幾乎所有的照片皆未出版，另外對使用

者而言，依上述的描述查找照片，是否能順利檢索，亦值得探討。 

 

（五）一般國際檔案描述標準（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37 Steven L. Hensen，"Squaring the Circle: The Reformation of Archival Description in 

AACR2."Library Trends v.36 n.3(1988)：542. 
38 Library of Congress, Graphic materials : rules for describing original items and historical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C.：Library of Congress, 1982）,p.1-3. 

3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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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al Description， ISAD（G））  

國際檔案學會（ ICA）所設的「描述標準專門委員會」（Ad Hoc 

Commission on Descriptive Standards），為了讓世界各國的檔案館

不因語言的隔閡，能彼此交換已建檔的檔案資訊，並促進國際間

的檔案館所建檔的資訊形成一個整體的檔案資訊系統，於 1993

年 1 月通過了第一版的「一般國際檔案描述標準」（ 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 ISAD（G）），並於

1994 年出版。 40 

1996 年成立「描述標準委員會」（Committee on Descriptive 

Standards），於 1996-2000 年間，進行第一版的修訂工作，並於

2000 年九月通過與公佈 ISAD（G）第二版。 41 

該標準分為四大部分，分述如下： 42 

第一部分   引言  

該部分對 ISAD（G）進行的過程作一基本介紹。  

第二部分   導入（ introduction）  

此部分又分為： 0. 名詞定義； 1. 多層次描述（multilevel 

description）； 2. 多層次檔案描述原則（multilevel description 

rules）； 3. 描述元素（ elements of description）。  

名詞定義解釋與說明描述標準中所有的名詞項目。多層次描

述說明檔案的描述要分層級，並於此標準的附錄中舉例說明。檔

                                                 
40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 ISAD
（G）,1994.（Sweden：ICA, 1994）。 
41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ISAD（G）：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2nd ed.（Sweden：ICA, 1999）,p.5. 
42 同上,p.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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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描述原則提及描述從一般層級描述到詳細的層級、關係描述層

級的資訊、描述的聯繫與資訊的不重複。描述元素分為以下七項： 

（ 1）實體描述項：包括參考代碼、題名、日期、描述層級、

描述單元的範圍。  

（ 2）本文項：包含產生者名稱、行政／傳記歷史、檔案歷

史、採訪直接來源等項。  

（ 3）內容與結構項：含範圍與內容、鑑定銷毀與保存資訊、

預期增加、編排系統。  

（ 4）檢索與使用情況項：管理使用情況、管理複製情況、

資料的語言／字體、實體特徵與技術需求、檢索工具。  

（ 5）相關資料項：原件存在與典藏地、複本存在與典藏地、

描述的相關單元、出版附註。  

（ 6）附註項：附註  

（ 7）描述控制項：檔案人員附註、規則或協定、描述日期。 

第三部分   附錄  

該 部 分 提 到 全 宗 編 排 的 層 級 模 型 、 描 述 與 官 方 文 件

（ authority records）的關係以及一些範例。  

 

（六）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EAD） 

EAD 的發展始於 1993 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柏克萊檢索

工具計劃（Berkeley Finding Aid Project，英文簡稱 BFAP，中文簡

稱柏克萊計劃），由美國教育部所贊助，再歷經許多檔案典藏單

位共同參與研發。之後，由密西根大學的班特列圖書館研究計畫

（Bently Library Research Fellowship Program）的小組成員，於 1995

年 7 月的 Ann Arbor 會議中，評估 BFAP 的檢索工具模式與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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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文件類型定義（Document Type Definition，DTD），達成初步

設計原則的共識與協定，稱為「Ann Arbor 協定」。並將原有柏克

萊計畫重新命名為「檔案描述編碼格式」（ 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簡稱 EAD），同年 9 月完成 EAD DTD 一份草稿。43 

目前由美國國會圖書館（LC）所屬的「網路發展與 MARC

標準處」（Network Development and MARC Standards office）與美

國檔案人員學會（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簡稱 SAA）共

同維護。迄今它已成為國際性的標準，目的在提供檔案、手稿資

料一個標準的機讀描述格式，並促進網路上手稿、檔案資料的取

得。以 SGML（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標準通用

標示語言）為基礎，作為檔案檢索工具的編碼。44 

EAD 的文件由四種技術文件所構成，分別為：1.DTD；2.EAD 

Tag library； 3.使用指南； 4.實施概要，分述於後：  

一、DTD：文件類型定義是構成 EAD 的主要部分。  

二、EAD Tag library：是一份依字母順序排列的目錄，將 EAD

各個欄位名稱依字母順序排列。每一項目的款目包含各項目功能

的簡短描述。  

三、使用指南：清楚的建議最基本與重要的 EAD 欄位。  

四、實施概要：此種文件正由 EAD 工作小組考慮中，概要將包

括代表各種不同館藏的檔案館，將可提供有關 EAD 項目的問題

與建立合適的標示層次的指南。 45 

                                                 
43薛理桂，「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之發展與實施」，圖書與資訊學刊 28卷（民 88年 2月），
頁 49-62。 
44陳曉雲，「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AD）的介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通訊 48卷（民 90年
10月），頁 16-19。 
45同註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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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D DTD 的架構共包含 EAD 標目（ eadheader）、前面事項

（ frontmatter）、與檔案描述（ archdes）三大部分，分述如下：  

第一部分   EAD 標目＜ eadheader＞  

此項目主要用意是為了擷取有關檔案的產生、修訂、出版與

傳布的有關資訊，可用於產生電子形式或印刷形式的題名頁，作

為檢索工具。此項目包括 EAD 辨識號、檔描述、範圍描述與修

訂描述等四個小項以及若干細項。  

第二部分   前置事項＜ frontmatter＞  

可選擇的項目，可用以產生題名頁與其他正式出版有關的資

料描述，並可依檔案館本身的需求，將所需的資訊依其需求予以

排序。  

第三部分   檔案描述＜ archdes＞  

必備項，提供檔案單元主要結構項目的描述，包括描述辨

識、附屬描述資料、行政資訊、編排、傳記 /歷史、控制查檢、

數位檔案物件、附註、其他描述資料、組織、範圍與內容與附屬

成分描述等 12 個項目。 46 

 

（五）視覺資源協會核心類目（VRA Core Categories for Visual 

Resources，簡稱 VRA Core）  

視覺資源協會（The Visual Resources Association，簡稱 VRA）

是美國在視覺資源領域中著名的專業團體，自 1982 年成立迄

今，VRA 主要的任務在於視覺資源特徵與管理的研究及專業人

才的培訓，所謂視覺資源，主要是指提供靜止圖像的幻燈片、照

                                                 
46 同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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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圖片等靜畫資料。  

為因應網路環境及視覺資源的複雜性，提供會員資源共享，

VRA 於 1993 年 成 立 資 料 標 準 委 員 會 （ Data Standards 

Committee），由該委員會收集美加地區 60 多個視覺資源機構所

用的描述項目，找出其共同項目，再參考 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簡稱 CDWA），於 1996 年正式公佈

第一版的視覺資源描述類目，全名為「視覺資源協會核心類目」

（VRA Core Categories for Visual Resources，簡稱 VRA Core）。

其後資料標準委員會持續針對第一版進行評估、測試與討論，於

1997 年 10 月發行第二版。在舉辦多場會議與研討會，並與使用

過 VRA Core 的地方單位討論使用情況與意見回饋之後，1999 年

間資料標準委員會將這些調查、評估及意見加以統合整理，於

2000 年發表視覺資源協會核心類目第三版（VRA Core Categories, 

Version 3.0，簡稱 VRA Core 3.0），為目前最新的版本。 47 

VRA Core 3.0 分為四個部分，茲分述如下： 48 

第一部分   導論  

此部分包括基本介紹、第三版與第二版差異、何謂「作品」

（work）、何謂「影像」（ image）、作品和影像的檔案如何互相鏈

結、一件作品如何與另一件作品產生聯繫、是否應使用所有的類

目、是否可重複使用類目、該如何控制每一個元素的資料值、

VRA Core 3.0 的進展與類目的屬性等。  

                                                 
47蘇佩芬、陳和琴，「視覺資源的詮釋資料標準 VRA Core」，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第 40卷第 1期
（民 91年 9月），頁 129-130。 
48 The Visual Resources Association，「VRA Core Categories, Version 3.0 ：a project of the Visual 
Resources Association Data Standards Committee」< http://www.vraweb.org/vracore3.htm >
（200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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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視覺資源協會核心類目第三版  

該部分說明 VRA Core 3.0 的十七個類目，分別是紀錄類型

（ Record Type）、 資 料 類 型 （ Type）、 題 名 （ Title）、 尺 寸

（Measurements）、載體材料（Material）、技術（Technique）、創

作者（Creator）、日期（Date）、位置（Location）、識別號（ ID 

Number）、風格／時期（Style／Period）、文化（Culture）、主題

（Subject）、相關（Relation）、描述（Description）、來源（Source）、

版權（Rights）。  

第三部分   範例  

該部分共舉了六個描述的範例，說明各元素應用的例子。  

第四部份   與 MARC 類目對照（mapping）  

此部分嘗試將 VRA 核心類目與 MARC 21 的欄位列表對照。

49 

 

三、 英國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的依據標準 

（一）檔案描述手冊（Manual of Archival Description，簡稱 MAD） 

1980 年代早期，英國檔案人員學會（Society of Archivists）

開始進行檔案描述的計畫，受惠於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

與檔案人員學會的資助，利物浦大學（University of Liverpool）

於 1984 年的檔案描述計畫（Archival Description Project）中將

之標準化，並於 1986 年出版 Manual of Archival Description 第一

版（簡稱 MAD1）。50 Michael Cook 與 Margaret Procter 根據第一

                                                 
49 Sherman Clarke，「VRA Core 3.0 Mapping to MARC 21（Bibliographic Format）」< 
http://php.indiana.edu/~fryp/marcmap.html>（2003/6/11） 
50 Cook, M.，”The British move toward standards of archival description：the 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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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基礎加以擴充，於 1989 年出版第二版「檔案描述手冊」（簡

稱 MAD2）。51為了與國際標準「一般國際檔案描述標準」（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簡稱 ISAD(G)）接

軌，MAD3 於 2000 年出版，不但吸收了 ISAD（G）的結構與專

有名詞，也包含了更多更廣的範例說明。  

    MAD3 分為五個部分，茲分述如下：  

第一部分   檔案描述本質  

    此部分包括：何謂檔案、檔案編排、檢索工具系統的功能、

檔案描述的層次、多層次規則、描述深度等。  

第二部分   檔案描述資料結構  

    該部分包括：檔案描述資料結構的目的、資料項目表如何

組成、資料項目表摘要、資料項目表的一般規則、資料項目使用

的特殊規則等。  

第三部分   描述模型  

    此 部 分 說 明 描 述 的 模 型 和 標 準 協 定 （ standard listing 

conventions）。  

第四部份   檔案描述舉例  

    此部分舉出檔案描述的例子，以及各檔案館實際描述的例

子。  

第五部分   特殊格式  

    此部份與照片檔案之描述最為相關，包括：簡介、所有權

                                                                                                                                            
standard.”American Archivist. 53（1）：132. 

51 薛理桂，我國檔案編目現況與中文檔案編目規則擬訂之研究（I）（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民 88），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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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信件與通訊、照片、繪圖檔案、建築檔案、聲音檔案、影像

檔案、電子檔等等。  

第五部分中的規則 20－照片－又分六節說明，52第一節簡介

提到 MAD3 為特殊格式檔案所制定的規則提供給一般檔案館使

用，但對於照片檔案館則應在共同的標準與協定下沿用與發展自

己的處理方式。一般檔案館都將照片視為檔案群或館藏的一部

分，但現在面臨如此多的館藏資料，需要特別為照片設計檢索工

具。第二節談到層級與背景，當中提到照片資料因本質上的不

同，要以個別層級（ single-level）亦即單件（ individual pieces）

來描述。第三節說明描述深度，文中說明照片作為一種文獻媒

介，其特質在於它是一個特殊的事件發生在特定時刻的呈現，這

樣影像解釋的提出其困難點在於照片的背景及內容在出版編輯

時通常是必要的資訊，所以必要的註解資訊一定要紀錄在檢索工

具項目（件）層級。第四節說明照片索引的實體情況，提及照片

資料的特殊形式的檢索工具一般稱作照片索引，有卡片或電腦資

料庫等形式。第五節是照片的資料項目表摘要，如表 2.1 所示： 

表 2.1 照片資料項目表  

參考規則  

形成 /類型 /文藝上的分類等

名稱  

名稱項  
題名  

單一日期  

資料說明  

長度（數量）  

                                                 
52 Procter, Margaret，Manual of Archival Description. 3rd ed.（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 

Burlington, Vt.：Gower, 2000）,p.18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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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製  

說明  

內容註  

資料命名  

尺寸  

內容及特

徵項  

實體描述

舊式顯影  

管理資訊

項  
保存  

（來源：Margaret Procter, Manual of Archival Description. 3rd ed. (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 Burlington, Vt.：Gower, 2000),p.184.）  

 

第六節談到照片描述的資料項目使用規則，依上述各項作詳

細說明。  

    MAD 對照片檔案的描述是透過對照片本質上的瞭解，不是

移植現有的規則而強加套用其上，極具參考價值。  

 

四、 加拿大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的依據標準 

（一）檔案描述規則（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簡稱 RAD） 

    從 1983 年開始，加拿大為了使檔案描述標準化，加拿大檔

案人員局（Bureau of Canadian Archivists，簡稱 BCA）成立工作

小組，負責檔案描述規則的發展，該小組於 1985 年發表一份「進

行中的描述標準」（Toward Descriptive Standards）研究報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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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研究的建議，加拿大檔案人員局成立「描述標準規劃委員會」

（Planning Committee on Descriptive Standards，簡稱 PCDS），53該

規劃委員會指定數個小組，針對特殊的媒體研究，並召開首次會

議，其時間與類型如下： 54 

 文字資料（ 1998 年 1 月）  

 動畫資料（ 1998 年 10 月）  

 靜畫資料（ 1998 年 9 月）  

 聲音檔案（ 1998 年 11 月）  

 機讀檔案（ 1990 年春季）  

 繪圖資料（ 1990 年春季）  

 建築檔案（ 1990 年春季）  

    1990 年加拿大檔案人員局（BCA）於各組報告完成後，出

版檔案描述規則（RAD）的前四章以及時因應標準化的需要，55並

於 1993 年初完成檔案描述規則（RAD）。56該規則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包含第一章至第十章，分別為：第一章檔案描述的一般

規則（ the General 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第二章多媒

體（Multiple Media）、第三章文字檔案（Textual Records）、第四

章靜畫資料（Graphic Materials）、第五章繪圖資料（Cartographic 

Materials）、第六章建築和工程圖（Architectural and Technical 

Drawings）、第七章動畫（Moving Images）、第八章聲音檔案

                                                 
53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AA）,「Chapter 13：International efforts toward descriptive 

standards.」<http://www.archivists.org/catalog/stds99/chapter13.html>（2002/10/23） 
54 Dryden,J.E.，”Dancing the Continental：Archival Descriptive Standards in Canada.” American 

Archivist.v.53（1990 Winter）,p.107. 
55 Duff, Wendy, RAD revealed : a basic primer on the 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Ottawa, Ont. : 

Canadian Council of Archives, 2001）,p.vii. 
56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AA）,「Chapter 13：International efforts toward descriptive 

standards.」<http://www.archivists.org/catalog/stds99/chapter13.html>（200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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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 Recordings）、 第 九 章 電 子 形 式 檔 案 （ Records in 

Electronic Form）、第十章微縮檔案（Records on Microform）。第

二部分從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六章，其中說明如何產生檢索點與

劃一題名。 57 

    檔案描述規則（RAD）的描述由九個主要部分組成，分別

是：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Title and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Area）、版本項（Edition Area）、資料特殊細節項之種類（Class of 

Material Specific Details Area）、產生日期項（Date(s) of Creation 

Area）、 稽 核 項 （ Physical Description Area）、 出 版 集 叢 項

（ Publisher ’s Series Area）、檔案描述項（Archival Description 

Area）、附註項（Note Area）、標準號碼項（ Standard Number 

Area）。 58 

    經比較後發現，檔案描述規則（ RAD）與英美編目規則

（AACR2）有相似的描述架構。  

 

 

 

 

 

 

                                                 
57 Duff, Wendy, RAD revealed : a basic primer on the 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Ottawa, Ont. : 

Canadian Council of Archives, 2001）,p.13-24. 
58 Duff, Wendy, RAD revealed : a basic primer on the 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Ottawa, Ont. : 

Canadian Council of Archives, 2001）,p.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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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地區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的依據標準、原 

則及現況  

 

一、 台灣地區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的依據標準與原則 

國內目前並無一致的照片檔案管理規範，僅有「檔案分類編

案規範」、「檔案編目規範」與三原則－來源原則、原始順序原則

及全宗原則。本文就現有的文獻中有關照片檔案之編排與描述整

理與探討如下：  

（一）中國編目規則  

    中國圖書館學會於民國七十二年出版的《中國編目規則》
59，係根據《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及《英美編目

規則第二版》作為參考之藍本所研訂，於民國八十四年出版《中

國編目規則修訂版》，又於民國八十九年出版《中國編目規則修

訂二版》，其中分為甲編「著錄」與乙編「標目」兩大部分，甲

編共含十四章，依序是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圖書、第三章連續性

出版品、第四章善本圖書、第五章地圖資料、第六章樂譜、第七

章錄音資料、第八章電影片及錄影資料、第九章靜畫資料、第十

章立體資料、第十一章拓片、第十二章微縮資料、第十三章電子

資源、第十四章分析；乙編共有六章，分別為第二十一章檢索款

目之擇定、第二十二章人名標目、第二十三章地名、第二十四章

團體標目、第二十五章劃一題名、第二十六章參照。  

    依《中國編目規則》的定義，照片屬於第九章的靜畫資料

部分，而本章的適用範圍，除了照片以外，還包含平面藝術品原

                                                 
59 中國圖書館學會，中國編目規則，修訂二版（台北市：中國圖書館學會，民 89），頁 14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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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複製藝術品、圖表、工程圖、幻燈片等類型的媒體。此章的

主要內容包含通則、題名及著者敘述項、版本項、出版項、稽核

項、集叢項、附註項、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補編、多種

資料類型組成之作品與影抄、影印及其他複製品等部份，其中資

料特殊細節項因規則中註明不適用於靜畫資料，故並未列入。  

經由與第二章的圖書著錄規則比較後發現，除了第九章的

「書名及著者敘述項」改成「題名及著者敘述項」以外，其他並

無不同，由此可知《中國編目規則》並未特別為照片著錄作專屬

的設計，如此著錄欄位可能適用於圖書館，但對於檔案館（單位）

來說，並不適用。  

 

（二）視聽資料管理  

    朱則剛、吳明德、林麗娟三人於民國八十八年共同編著出

版的《視聽資料管理》，是為空中大學所寫的教科書，此書共分

十八章，分述如下： 60 

第一章 視聽資料的意義與範圍 

第二章 視聽資料的發展歷程與發展趨勢 

第三章 電影與錄影資料 

第四章 錄音資料 

第五章 靜畫資料 

第六章 縮影資料 

第七章 立體資料、地圖資料與多媒體組件 

第八章 電子資料檔 

                                                 
60 朱則剛、吳明德、林麗娟，視聽資料管理（臺北縣蘆洲市：空大，民 88），頁 12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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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視聽資料的分類編目 

第十章 視聽資料的館藏發展 

第十一章 視聽資料的典藏與排架 

第十二章 視聽資料的閱覽與流通 

第十三章 視聽服務的著作權問題 

第十四章 圖書館視聽服務空間的規劃與設計（一） 

第十五章 圖書館視聽服務空間的規劃與設計（二） 

第十六章 視聽資料播放設備 

第十七章 視聽器材的選擇與維護 

第十八章 國內圖書館視聽服務的發展 

    依本書的定義，照片檔案歸屬於靜畫資料，其中底片與照

片屬於非放映性靜畫，幻燈單片屬於放映性靜畫。  

    吳明德於本書的第九章－視聽資料的分類編目指出「分類

編目的工作，是以科學的方法，有系統、有效率的整理資料，使

讀者便於使用，因此視聽資料的分類編目工作是一項專業的工

作，應由熟習分編工作的專業人員負責，並與圖書館的其他館藏

採取一致的作法。分類編目最重要的是標準化的工作，因此各圖

書館的服務才能邁向自動化以及館際合作與資源共享的目標。國

內大部分圖書館均共同以《中國編目規則》作為編目的標準，並

以中國圖書分類法為分類標準，標題則採用《中國圖書標題表》，

視聽資料應以此為準則；至於西文視聽資料則與西文圖書相同，

採用英美編目規則，分類則採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或杜威十進

分類法，標題採用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或席爾氏標題表（Sears 

List of Subject Headings）。」  

    由上得知，為了維持目錄的一致性，有助於館際間合作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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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實施與資源共享，各圖書館採用與館內圖書資料相同的分類

系統，來管理視聽資料，包括照片、底片與幻燈片在內，這樣的

作法整體而言對圖書館是適當的，因為照片、底片與幻燈片在圖

書館的館藏中屬於極少數，若為了照片開發另一套分類系統，不

但耗費人力、財務等資源，亦無法與現有的圖書資料系統接軌，

無法資源共享。  

    但如此的折衷辦法，對於擁有數量龐大且具重要性之照片

檔案的檔案館（單位）而言是十分不恰當的，一來中國編目規則

的欄位並不完全符合使用者的查詢方式；二來則因為檔案館（單

位）中照片檔案的數量非常龐大，如此的分類編目方式將遺漏許

多重要的照片資料，故對檔案館（單位）而言，有必要為照片檔

案制定專屬的編排描述系統。  

 

（三）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檔案法公佈實施之後，檔案管理局

依各項子法相關規定，編撰《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以補充子

法條文性之規範。作業手冊內容以群組概念為架構，區分為規

劃、執行及考核三篇，再依各篇所涉主題訂定相關作業事項之處

理規範，輔以圖示及表格說明，一共區分為二十三章。 61 

第一篇規劃篇共分為五章，分別是第一章計畫作業、第二章

編訂機關檔案分類表、第三章編訂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第

四章設置檔案典藏場所與應用環境、第五章人力規劃；第二篇執

行篇共分十七章，依序是第六章點收、第七章立案、第八章編目、

                                                 
61 檔案管理局，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台北市：檔案管理局，民 90），頁 7-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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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立卷、第十章微縮儲存、第十一章電子儲存、第十二章入

庫管理、第十三章檔案保存與修護、第十四章庫房安全管理、第

十五章鑑定、第十六章清查、第十七章銷毀、第十八章移轉、第

十九章目錄彙送、第二十章檢調、第二十一章應用、第二十二章

機密檔案管理；第三篇考核篇僅有一章為作業成效評估。  

其中與編排描述相關的是第七章－立案、第八章編目與第九

章立卷。第七章主要規範各機關辦理檔案分類、編案之程序與原

則等相關作業事項，包括將檔案歸入檔案分類表中最適當之類

目、建立案名及檔號等規範。第八章主要說明各機關辦理檔案編

目相關作業事項，包括檔案著錄及編目統計等過程，主要分為兩

大部分：檔案著錄與編目統計，其中檔案著錄後緊接著檔案編

目，即製成檔案目錄。《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中規定機關檔

案管理人員辦理檔案編目時，應依檔案所載內容及性質，按下列

著錄項目及原則著錄：  

（ 1）   案由（名）項  

（ 2） 發（來）文者項 

（ 3） 文件形式項 

（ 4） 相關編號項 

（ 5） 日期項 

（ 6） 媒體型式項 

（ 7） 檔案外觀項 

（ 8） 關聯項 

（ 9） 主題項 

（ 10） 附註項 

其中，照片檔案依規定須在媒體型式項著錄為照片、底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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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燈片。這是唯一對照片檔案描述的規定，故檔案管理局目前仍

以描述紙本檔案的方式描述照片檔案，如此當使用者特別需要某

些照片時，是否能順利檢索到，還是仍需依賴照片檔案管理人員

的記憶，值得探討。  

第九章主要規範檔案經立案編目後，於入庫上架前應進行之

前置保管過程與處理，包括檔案整卷、入卷、案卷目次表製作事

項，其中對於照片檔案的容具及卷夾等都有規範。  

 

（四）視聽資料照片之管理  

    行政員新聞局科員陳紫秀於民國八十三年所提的出國報告

書「視聽資料照片之管理」中，對於背景、照片管理系統的重要

性、提議策略皆有說明，另外還提出使用相片光碟系統與施行管

理上的建議。 62 

第一章的緒言指出，當時行政院新聞局視聽資料處在業務日

益擴大之際所面臨的三項問題：  

（ 1）分類編目問題  

    如何正確分類及歸檔成千上萬的底片、幻燈片及照片，以

及老舊照片的鑑定問題。  

（ 2）歸檔時效問題  

    理想的工作程序是，攝影者於完成拍攝後，應及時把全部

底片及照片交給檔案管理員歸檔，但是攝影者事務繁多，需要忙

                                                 
62陳紫秀，「視聽資料照片之管理」（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台北市：行

政院研考會，民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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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拍各種不同主題的照片、與各單位聯繫、底片交商沖印後，還

要撰寫攝影內容細節、接著過濾、篩選，經呈閱長官核可後，交

照片負責人員錄案登記，然後移交分類、歸檔，已經歷一段時間。 

（ 3）空調設備問題  

    新聞局雖已有基本的設備用以保存照片檔案，但為保存良

好的照片資料，需要更完善的設備。  

    第二章的背景及文獻探討部分，提到行政院新聞局當時的

現況與定位，以及照片的保存方式。第三章為照片管理系統的重

要性，從經濟、文化、教育三個層面剖析。第四章為提議策略，

對於保存照片的容具、設備、理想環境等皆提出說明。第五章為

心得與建議，首先文中建議選用「相片光碟系統」，除了解釋何

謂相片光碟外，還提出了相片光碟的優點與柯達公司相片光碟的

製作過程。其次另提出施行與管理上的建議，分為人力訓練、機

關關係、預期成效、評估與回饋和未來計畫等五個方面說明。  

    此研究報告是目前國內對於照片檔案的研究文獻中最詳細

的，但所涵蓋的範圍較廣，對於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的方法並沒

有作詳細的探討。  

 

二、台灣地區目前檔案館（單位）照片整理現況  

（一）國史館  

    國史館為維護史料之完整性，備供學術研究及修史立傳的

參考，自民國四十六年在台復館後，便廣徵照片史料，目前已有

照片約十六萬三千七百四十七張，完成電腦建檔者有七萬零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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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張。已完成電腦建檔的照片，可由檔號、案名、內容、人

名、地名、年代、時間等欄位提供檢索。 63 

    國史館依函索、價購、商借複製及交換等方式蒐集進館，

為能儘早將館藏照片提供各界充分利用，在整理照片的作業流程

上予以簡化，將佔館藏照片大宗的新聞照片歸入新聞資料類，依

時間先後排序，按年度立案、裝冊、電腦建檔，而其餘館藏照片

則逐張依排序、編號、分類、立案、裝冊、電腦建檔等步驟整理。 

    照片檔案的內容範圍甚廣，涵蓋時間自清末至民國八十九

年。分類有總類、人事類、行政類、內政類、外交類、國防類、

財政類、教育類、司法類、經濟類、交通類、醫藥類、新聞類、

人物類。 64 

目前該館參與數位典藏計畫，與中央研究院合作制定蔣中正

文物照片著錄欄位，其描述項目有：系列號、卷號、件號、典藏

號（系統自動產生）、內容摘要、人名資訊、職銜資訊、關鍵詞、

拍攝時間、拍攝地點、原拍攝者、複製者、引用出處、複本數量、

尺寸、色彩、保存狀況、縮影號、光碟編號、掃描號、影像使用

限制、底片編號、幻燈片編號、版本、使用限制、登錄者（系統

自動產生）、修改者（系統自動產生）、建檔時間（系統自動產

生）、最新更新時間（系統自動產生）、備註。預計建檔完成後

將供使用者上網登入檢索，並開放部分照片於網路上供使用者直

接瀏覽。 

（二）中央通訊社 

                                                 
63 國史館，「照片檔案」<http://www.drnh.gov.tw/ddrnh2/1221.htm>（2002/10/18） 
6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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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訊社於民國十三年四月一日創立於廣州，民國三十八

年隨政府播遷台北，民國六十二年四月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並在

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中央通訊社設

置條例」，賦予國家通訊社法源，民國八十五年元月十七日由總

統明令公布實施，並成立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八十五年四月

起，中央社架設網站，並把每日採發的即時新聞，包括中文新聞、

英 文 新 聞 、 西 班 牙 文 新 聞 及 新 聞 照 片 等 ， 掛 上 網 際 網 路

(INTERNET)，使國內外都能上網查看中央社最新消息，使中央

社從提供新聞給媒體的角色，轉型為直接面對讀者的媒體。  

中央社每日為國內新聞界、海外僑報及國際媒體服務。茲略

述如下：  65 

（1）國內新聞服務：每日對國內各報社、廣播電台、電視台、

企業界供應國內外中文新聞。  

（2）國外新聞服務：每日對全球一百家以上僑報供應中文新聞

及特稿，讓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瞭解過去二十四小時之中，中華

民國、中國大陸及國際重要的新聞資訊。   

（3）國際新聞服務：對國內外媒體供應英文新聞，並對拉丁美

洲供應西班牙文新聞。  

    中央通訊社照片檔案從民國十八年開始至今，攝影組每天

以不同的時段提供國內外媒體新聞照片服務，七十多年來已累積

了一百三十多萬張新聞圖片，為國家之寶貴資產，已建置完成部

分電腦資料檔，並陸續回溯建檔中。所包含的種類有歷史暨現代

人物、國內外發生之各種新聞事件及各地風土人情等照片。 

                                                 
65 中央通訊社，「中央通訊社簡介」<http://www.cna.com.tw>（200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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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建置編目索引檔資料庫，並對照片作更詳細的編

目，具有檔號、日期、攝影者、人名、地名、關鍵詞、標題、圖

說等欄位，使用者可以採關鍵詞檢索。另外亦建立了新聞照片資

料庫查詢系統，置於中央通訊社網站供全國客戶登入檢索。 

（三）老照片數位博物館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於民國八十五年起接受行政院文建會委

託承辦「台灣地區老照片資料蒐集研訂計劃案」，針對民國五十

年以前台灣的老照片進行蒐集。三年來透過台灣省、台北市及高

雄市等文獻委員會之協助，以及地方鄉村鎮長、名望人士之熱心

奔走，陸續徵集了近三萬張的台灣老照片，並經提供者簽訂使用

權同意書後，進行翻拍工作。老照片共分為十二類主題，含刑律、

軍政、運輸、產業、風物、營繕、厚生、教化、藝文、禮俗、高

砂、其他等十二類。 

民國八十九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迎向新千禧－加強

人文關懷為主軸的跨世紀科技發展方案」，推動全國數位博物館

計劃。台北藝術大學與中研院合作，以「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

的面貌，呈現於網際網路上供民眾欣賞。66 

「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為老照片作永久典藏、展示與應

用，以建立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數位博物館為目標，持續

進行老照片的內涵分析，採取視覺資源協會核心類目（VRA Core 

Categories for Visual Resources）作為 metadata 的標準。 

                                                 
66 許素朱。「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建置機制之探討」。在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台北市，民 91
年 5月 25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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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共規劃五大單元：主題館「台灣影像

誌」、台灣走透透（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檢索、互動式學習、

及 e-learning 學習單元等。67 

 

（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中央研究院成立於民國十七年，為中華民國最高學術機關。

民國五十四年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為保存接收的檔案，於民

國四十七年設立檔案室。68 

該館館藏包含外交部門檔案、經濟部門檔案、個人與團體捐

贈資料、院史資料、二二八事件資料、館藏中外地圖。69中研院

自行研究編排與描述方式，對檔案進行編輯整理工作，包括整理

散檔、裝裱舊冊、製作卡片、分類與建置目錄等。70 

其中，擁有較多照片檔案且參與數位典藏計畫的是「李國鼎

先生多媒體資料庫」。1997 年 9 月，中央大學為成立「台灣經濟

發展研究中心」，向李國鼎先生徵得原藏於台灣大學之李國鼎先

生個人資料。中研院基於李先生為推動台灣戰後經濟發展之重要

決策者，建議將該資料製成數位影像，以配合生管會、經安會、

美援會、外貿會等台灣戰後經濟相關資料的利用，由經濟所、近

史所檔案館與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共同合作整理。李國鼎先生

獲知檔案館積極任事後，另將有關他個人推動台灣科技工業之相

                                                 
67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中央研究院，「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計劃」<http://www.sinica.edu.tw/photo/>
（2002/10/29） 

68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簡介」<http://archives.sinica.edu.tw/main/history.html>（2002/10/29） 
6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內容」<http://archives.sinica.edu.tw/main/collections.html>
（2002/10/29） 

7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檔案的徵集與整編」<http://archives.sinica.edu.tw/main/work.html>
（200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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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六十餘箱檔案及其個人照片交由檔案館協助整理。自 1997

年起，檔案館即陸續整理李先生相關資料，而影像製作之設備及

技術支援則由中研院計算中心協助，建立李國鼎先生多媒體資料

庫。 71 

 

（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民國十八年至三十二年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

究人員，曾多次長期深入中國南方、西南與東北地區進行民族調

查，蒐集大批文物、文書、田野照片等文物。民國八 O 年代，史

語所研究人員再次從事西南民族田野調查工作，亦蒐集一些文

物、照片與錄音資料。 

史語所因參與數位化典藏而開發「民族學影像資料庫」，針

對上述所提田野調查所蒐集而來的照片，設計研究與教育推廣所

需的數位化典藏資料庫，建構民族學照片影像專屬的資訊管理系

統。72 

    國內目前由於數位典藏計畫之因素，許多研究單位與機構

紛紛依後設資料工作組（Metadata Architecture and Application 

Team，簡稱 MAAT），依據性質類似的主題計畫制定後設資料參

考規範，但由於照片往往僅是各計畫中的部分館藏，故照片檔案

在各單位中的描述所使用之標準也不盡相同，對於日後照片檔案

資料庫能否順利整合，仍值得討論。由於目前國內尚缺乏關於照

                                                 
71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數位典藏計畫」< http://archives.sinica.edu.tw/main/lee.html>（2003/6/15） 
72 中研院史語研究所，「中國西南民族聯合資料庫」< http://ethnology.ihp.sinica.edu.tw/~ethnology 

/metadata/image01_main.htm>（200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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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檔案編排與描述的一致規則與文獻資料，故值得針對此一主題

作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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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國大陸地區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的依據標準

及原則  

 

一、 檔案著錄規則 

    中國大陸之國家標準《檔案著錄規則》於 1985 年 5 月 10

日發布，1986 年 1 月 1 日實施。該標準是參考《文獻著錄總則》

的制定原則，結合檔案特點與檔案工作制定。該標準對檔案著錄

的原則和方法作了統一規定，是各種檔案著錄的依據，並為中國

大陸統一的檔案檢索系統的基礎。 73 

該規則分為九大部分，分別是範圍、引用標準、定義、著錄

項目、著錄用標識符、著錄條目格式、著錄用文字、著錄信息源

及著錄項目細則，文後亦有範例可供參考。 74其中檔案著錄項目

共有七項，分別是題名與責任說明項、稿本與文種項、密級與保

管期限項、時間項、載體形態項、附註與提要項、排檢與編號項。 

該著錄規則是大陸文獻著錄的總則，但並沒有特別針對照片

檔案著錄的規定，按大陸學者所著的相關文獻中，對於照片檔案

所著錄的欄位也和該規則有些許不同，該規則是照片檔案管理規

範的引用標準，作為照片檔案著錄之參考。  

 

二、 照片檔案管理規範 

    《照片檔案管理規範》於 1989 年 10 月 5 日公佈， 1990 年

                                                 
73 鄭亦名，「檔案標准概覽」，中國檔案 1998年第 8期（1998）：10-11。 
74 北京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業標準 DA/T18-1999檔案著錄規則」

<http://www.pku.edu.cn/cgi-bin/bigate.cgi/b/g/g/http@www.pku.edu.cn/lib&mus/archives/ywzhdao/
daywzhd1/zhulu.htm>（200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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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實施，該標準規定了照片檔案收集範圍、要求、整理程

序和保管條件，適用於常規照片檔案的整理。 75 

    該規則分為六大部分，分別是：1.主題內容和適用範圍、2.

引用標準、3.名詞術語、4.照片檔案的收藏、5.照片檔案的整理、

6.保管等項。 76詳述如下：  

1. 主題內容和適用範圍  

本規範規定了照片檔案的收集工作、整理程序和保管條件。  

本規範適用於常規照片檔案的管理，不適用於專門保管照片

的檔案館。  

2. 引用標準  

檔案著錄規則  

文書檔案案卷格式  

檔案館建築設計規範  

3. 名詞術語  

照片檔案、常規照片檔案、蕊頁、大照片、大底片  

4. 照片檔案的收藏  

  收藏範圍： 

反映某單位主要職能活動和工作成果的照片檔案。 

領導人和著名人物參加與某單位、某地區有關重大公務活動的照片檔

案。 

某單位組織或參加的重要外事活動的照片檔案。 

記錄某單位、某地區重大事件、重大事故，自然災害及異常現象的照片

檔案。 

                                                 
75鄭亦名，「檔案標准概覽」，中國檔案 1998年第 8期（1998）：10-11。 
76 北京大學，「照片檔案管理規範」<http://www.pku.edu.cn/lib&mus/archives/dafg/zhaopian.htm>
（200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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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某地區地理、古迹以及自然風光和民間風俗的照片檔案。 

與其他載體檔案有密切聯繫的照片檔案。 

其他具有保存價值的照片檔案。 

5. 照片檔案的整理  

應以有利於保持照片檔案的有機聯繫，有利於保管，便於爲利用者提供

服務爲整理原則。照片檔案的底片應單獨整理和存放，照片和說明一同

整理和存放。 

6. 保管  

保管條件 

保管要求 

其中與照片檔案的編排與描述直接相關的為第五部分－照片檔

案的整理，其內容為「應以有利於保持照片的有機聯繫，有利於

保管，便於為利用者提供服務為整理原則。照片檔案的底片應單

獨整理和存放，照片和說明一同整理和存放。」對於照片檔案編

排與描述的細節部分，該規則並沒有詳細的說明。  

 

三、 相關文獻 

鄧紹興與陳智為於 1989 年主編的《檔案管理學》中，提到

照片檔案的整理方法因照片檔案的數量、狀況及保管單位的情況

不同，而有所差別，並將照片檔案的編排描述分為：分類、編寫

文字說明、立卷與編目等項。 77 

（一）照片檔案的分類  

劉巧華等人在文章《試述照片檔案的整理方法》中指出，照

片檔案按全宗－年代－問題進行分類，即決定全宗後，於全宗內

                                                 
77 鄧紹興、陳智為主編，檔案管理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6），頁 40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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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代先後排序，年代中再按問題區分，一個年代同一件事的照

片集中在一起，與前一件事有聯繫的緊跟在後，如此排序可以反

應事件的因果關係和發展規律。 78 

（二）照片文字說明的編寫  

陳智為在《照片檔案的整理應力求規範化》文章中主張，照

片和底片是形象的畫面，文字說明是畫面的詳寫，照片如果沒有

文字說明，就無法明白畫面上反映的時間與地點，時間久了甚至

使照片上的事件或人物難以判別，並提出文字說明的六項要素

為：事由、時間、地點、人物、背景、攝影者。  

編寫文字說明要求符合史實，對於有爭議的照片須客觀的紀

錄，對於時間、地點、人物等項的說明須真實、生動；對於一些

重大的歷史事件可採用較為嚴肅的詞句；對於一些反差很大的事

物，可採用對比手法並點出新貌。 79 

（三）照片檔案的立卷  

鄧紹興與陳智為於 1989 年主編的《檔案管理學》中，提到

照片檔案分類以後，須將照片組合成案卷。一項事由組成一卷，

內容相近的也可組成一卷。卷內排列一般按重要程度或時間順序

進行排列；照片的編號應先編每卷的卷號，再編每卷的頁號，再

編卷內照片的序號。80 

（四）照片檔案的編目  

對於底片較多的單位，於底片分類後要編號登入目錄登記簿

                                                 
78 劉巧華、顧延發、李愛君、肖麗華，「試述照片檔案的整理辦法」，山東檔案 2000年第 5期：

8-9。 
79 陳智為。「照片檔案的整理應力求規範化」。北京檔案 1994年第 2期（1994）：12-13。 
80 同註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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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一張底片或一組密不可分的底片為一個保管單位，編入一

個底片號，底片號按收到的先後次序編號登記保管。底片目錄登

記錄包括以下項目：分類號、底片號、簡要內容、拍攝者、拍攝

地點、拍攝時間、底片數量、技術狀況、底片來源、收到或發出

日期、備註等項。 81 

 

 

 

 

 

 

 

 

 

 

 

 

 

 

 

 

 

 

 

                                                 
8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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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圖書編目規則不適用於照片檔案的描述之因素 

 

圖書館界早在 1967 年即出版了 AACR，並於 1988 年出版

AACR2，編目對象從原先只有英文專書，而後陸續增加更多的資

料類型，為了維持目錄的一致性，助於館際之間合作編目，圖書

館主要仍以標準的書目資料格式來描述非書資源，除了本文第二

章中提到 Hensen 及 Michael Cook 皆認為，書目式的規則應用在

手稿、影片或錄影資料以及靜畫資料的描述本質上是不適當的以

外，蘇佩芬與陳和琴於 2002 年所寫的文章《視覺資源的詮釋資

料標準 VRA Core》中也提及，已有不少文獻指出，以 AACR2 為

基礎的 MARC 詮釋資料並不適合於非文字型的視覺資源。82 

為瞭解圖書編目規則不適用於照片檔案的描述之因素，本研

究試著以蘇佩芬與陳和琴在《視覺資源的詮釋資料標準 VRA 

Core》一文中，所呈現的 VRA Core3.0 與 MARC21 項目對照表為

例，以並列方式呈現，並說明圖書館現有的編目規則不適用於照

片檔案的描述之因素，見表 2.2。 

表 2.2 VRA Core3.0 與 MARC21 欄位元素對照 

VRA Core 3.0 MARC21 

Title 題名 

 

（Title. Variant 其他題名） 

（Title. Translation翻譯題名）

（Title. Series 系列題名） 

（Title. Larger Entity 上位題

名） 

24X 

（正題名--245/其他題名 246）

（其他題名--246） 

（其他題名--246） 

4XX/8XX（通常 440 或 830） 

773＄t 

                                                 
82 蘇佩芬、陳和琴，「視覺資源的詮釋資料標準 VRA Core」，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第 40卷第 1
期（民 91年 9月），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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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or 創造者 

 

（Creator. Role 角色） 

（Creator. Attribution 屬性）

（Creator. Personal Name 個人

名） 

（Creator. Corp Name團體名）

1XX/7XX（主要作者在 1XX；

其他作者在 7XX） 

1XX＄e/7XX＄e 

1XX＄j/7XX＄j 

100/700 

 

110/710 

Subject 主題 65X 

Description 描述 5XX（內容摘要--520） 

-------------------- 260＄a 

Date 日期 

（Date. Creation 創作日期）

（Date. Design 設計日期） 

（Date. Beginning 起始日期）

（Date. Completion完成日期）

（Date. Alteration 修改日期）

（Date. Restoration修復日期）

260＄c、008 有將出版日期編

碼 

 

Type 資料類型 655 

Record Type 記錄類型 

 

008/29s（電子化再製品） 

008/33s（幻燈片） 

008/33a（藝術原創作品） 

Measurement 尺寸 

（Measurement. Dimensions 尺

寸） 

（Measurement. Format 格式）

（Measurement. Resolution 解

析） 

3XX 

340＄b 

Material 載體材料 

（Material. Medium 媒介物）

（Material. Support 支托物）

3XX 

340＄c 

340＄e 

Technique 技術 655 

ID Number 識別號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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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No. Current Repos 現在

貯藏地識別號） 

（ID No. Former Repos從前貯

藏地識別號） 

（ID No. Current Access 現行

的登錄號） 

（ID No. Former Access 從前

的登錄號） 

Relation 相關 76X-78X 

Source 來源 541 

Style/Period 風格/時期 

（S/P. Style 風格） 

（S/P. Period 時期） 

（S/P. Group 團體） 

（S/P. School 學派） 

（S/P. Dynasty 朝代） 

（S/P. Movement 活動） 

65X 

Location 位置 

（Loc. Current Site 現在位置）

（Loc. Former Site 從前位置）

（Loc. Creation Site 創作位

置） 

（Loc. Discovery Site 發現位

置） 

（Loc. Current Repos 現在貯

藏地） 

（Loc. Former Repos 從前貯

藏地） 

651、752 

 

 

 

 

 

 

710 

 

710 

Culture 文化 65X 

Rights 版權 540 

 

（來源：蘇佩芬、陳和琴，「視覺資源的詮釋資料標準 VRA 

Core」，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第 40 卷第 1 期（民 91 年 9 月），

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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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2 得知以下各點： 

一、MARC21 的欄位元素其複雜度比 VRA Core 高 

VRA Core 的欄位元素對應到 MARC21，VRA Core 只要對應 

到 MARC21 的其中幾個項目，就可以描述一筆照片資料，故可見

MARC21 的欄位元素其複雜度比 VRA Core 高。 

二、VRA Core 的一些欄位元素提供的資訊較 MARC 更為詳細 

VRA Core 的<Date>，包括：Date. Creation（創作日期）、Date. Design

（設計日期）、Date. Beginning（起始日期）、Date. Completion（完

成日期）、Date. Alteration（修改日期）、Date. Restoration（修復日

期），故 VRA Core 的一些欄位元素提供的資訊較 MARC 更為詳

細。其他如<Style/Period>、<Location>、<ID Number>等項目也有

類似況。83 

三、照片檔案需要記錄時間與地點的欄位 

照片檔案對於所拍攝之時間與空間點的紀錄是非常重要

的，但在 MARC 的欄位元素中，相當於照片產生時間與地點的是

圖書之出版地與出版時間，例如：260＄a 段，這是 MARC21 不

適用照片檔案的原因。 

四、照片檔案需要描述照片內容元素 

照片內容的組成元素有時是使用者查找照片時的檢索項

目，例如欲出版某名人傳記的作家，欲將該名人的照片放入著作

中，該作家於檢索照片檔案資料庫時，便會以姓名的檢索點查找

照片。若有位研究者欲研究國內某一時期的原住民生活，便會以

該原住民的族稱作檢索，故照片檔案中需對照片的內容元素作說

                                                 
83 同上，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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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與記錄，但在圖書的編目中，一般不會特別對書中所出現的人

與事物多作描述，因為圖書的內容元素數量極多且不一定有描述

的需要。 

五、照片檔案比圖書更需要記載展覽記錄 

有些照片檔案經常面臨展覽的需要，在相同主題的展覽中，

若在照片檔案的描述中記載展覽記錄，可於下次展覽中使用相同

的展覽描述而不需再另行編寫。但圖書較沒有展覽的需求，故不

需編寫展覽記錄。 

由以上的比較可得知為何圖書編目規則不適用於照片檔案 

的描述，而本研究的目的是研擬出適合於描述照片檔案的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