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一：1895-1945 年日、西、中年代對照表 

日本紀年 西曆紀年  中國紀年  日本紀年 西曆紀年 中國紀年  

明治 28 年 1895 年  光緒 21 年  大正 10 年 1921 年 民國 10 年  

明治 29 年 1896 年  光緒 22 年  大正 11 年 1922 年 民國 11 年  

明治 30 年 1897 年  光緒 23 年  大正 12 年 1923 年 民國 12 年  

明治 31 年 1898 年  光緒 24 年  大正 13 年 1924 年 民國 13 年  

明治 32 年 1899 年  光緒 25 年  大正 14 年 1925 年 民國 14 年  

明治 33 年 1900 年  光緒 26 年  昭和 1 年 1926 年 民國 15 年  

明治 34 年 1901 年  光緒 27 年  昭和 2 年 1927 年 民國 16 年  

明治 35 年 1902 年  光緒 28 年  昭和 3 年 1928 年 民國 17 年  

明治 36 年 1903 年  光緒 29 年  昭和 4 年 1929 年 民國 18 年  

明治 37 年 1904 年  光緒 30 年  昭和 5 年 1930 年 民國 19 年  

明治 38 年 1905 年  光緒 31 年  昭和 6 年 1931 年 民國 20 年  

明治 39 年 1906 年  光緒 32 年  昭和 7 年 1932 年 民國 21 年  

明治 40 年 1907 年  光緒 33 年  昭和 8 年 1933 年 民國 22 年  

明治 41 年 1908 年  光緒 34 年  昭和 9 年 1934 年 民國 23 年  

明治 42 年 1909 年  宣統 1 年  昭和 10 年 1935 年 民國 24 年  

明治 43 年 1910 年  宣統 2 年  昭和 11 年 1936 年 民國 25 年  

明治 44 年 1911 年  宣統 3 年  昭和 12 年 1937 年 民國 26 年  

大正 1 年 1912 年  民國 1 年  昭和 13 年 1938 年 民國 27 年  

大正 2 年 1913 年  民國 2 年  昭和 14 年 1939 年 民國 28 年  

大正 3 年 1914 年  民國 3 年  昭和 15 年 1940 年 民國 29 年  

大正 4 年 1915 年  民國 4 年  昭和 16 年 1941 年 民國 30 年  

大正 5 年 1916 年  民國 5 年  昭和 17 年 1942 年 民國 31 年  

大正 6 年 1917 年  民國 6 年  昭和 18 年 1943 年 民國 32 年  

大正 7 年 1918 年  民國 7 年  昭和 19 年 1944 年 民國 33 年  

大正 8 年 1919 年  民國 8 年  昭和 20 年 1945 年 民國 34 年  

大正 9 年 1920 年  民國 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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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臺灣總督府組織例示  

壹、臺灣總督府組織－1明治 40 年 

 
一、 總督 
二、 第一級單位：軍務、司法（法院）、立法（律令審議會）、民政、總督官

房、民政部、地方廰 
三、 第二級單位：以表格敘述如下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台灣守備混成旅團 第１．第２混成旅團 
臺北．台南衛戍病院 

陸軍幕僚 

臺北衛戍監獄 
基隆要塞司令部 

軍務 

海軍幕僚 
澎湖島要塞司令部 

 

司法(法
院) 

覆審法院 地方法院(臺北地方法

院、台南地方法院) 
 

立法(律
令審議

會) 

   

民政 鐵道部   
 專賣局(樟腦、阿

片、食鹽、煙草) 
  

 臨時台灣糖務局   
 稅關(淡水、安平)   
 國語學校(第一附

屬學校、第二附屬

學校、第三附屬高

等女學校) 

  

 醫院(臺北、新竹、

基隆、台中、嘉義、

鳳山、宜蘭、臺東、

澎湖) 

  

                                                 
1 繪表之參考資料來源為檜山幸夫，「台湾総督府文書の史料論」，臺灣歷史史料研究會編，第三

屆總督府文書講習會(臺北市：編者，2003 年)之「第 10 図 台湾総督府の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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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校   
 郵便局   
 員警官及司獄官練

習所 
  

 基隆海港檢疫所   
 監獄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

會 
  

 台灣中央衛生會   
總督官房 秘書課、文書課、

參事官 
  

民政部 員警本署   
 總務局、財務局、

通信局、殖產局、

土木局 

  

地方廳

(臺北、基

隆、宜

蘭、深

坑、桃

園、新

竹、苗

栗、臺

中、彰

化、南

投、鬥

六、嘉

義、塩水

港、臺

南、蕃薯

寮、鳳

山、阿

緱、恆

春、臺

東、澎湖 

支廳(街莊)   

 小學校、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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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總督府組織2－昭和 20 年 

 
一、 臺灣總督府 
二、 諮詢機構：臺灣總督府評議會 
三、 第一級單位：總督官房、文教局、財務局、鐵工局、農商局、警務局、

外事部、法務部、所屬官署：法院、供託局、交通局、港務局、專賣局、

氣象臺、臺北帝國大學、臺北經濟專門學校、臺北工業專門學校、臺中

農林專門學校、臺北高等學校、師範學校－附屬國民學校、少年救護院

（成德學院）、警院、結核療養所（松山療養所）、癩療養所（樂生院）、

精神病院（養神院）、刑務所支所、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工業試

驗所、糖業試驗所、天然瓦斯研究所、水產試驗所、員警官及司獄官練

習所、地方廳。 
四、 第二級單位：以表格敘述如下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秘書官室 

人事課 

審議室 

文書課 

地方監察課 

總督官房 

情報課 

  

國民精神研究所 

庶務係 

 

臺灣神社臨時造營事務局 教學課 

博物館 

文教局 

援護課  

 

庶務係 

主計課 

稅務課 

金融課 

會計課 

財務局 

營繕課 

  

地質調查所 鐵工局 

總務係 

  

                                                 
2 參考臺灣總督府作，臺灣統治概要（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45），頁 7-8「臺灣總督府行政機

構一覽表」、「臺灣總督府行政機構關係官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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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動員課 

工業課 

鐵務課 

電力課 

   

土木課 河川工事事務所 

獸液血清製造所  

庶務係  

拓士道場 

茶葉傳習所 

蔗苗養成所 

植物檢查所 

鳳梨種苗養成所 

棉作指導所 

肥料檢查所 

養蠶所 

種馬所 

種馬牧場 

西部特用作物種苗養成所 

農務課 

東部特用作物種苗養成所 

耕地課 水利工事事務所 

山林課  

水產課  

商政課 臺灣物產紹介所 

 

庶務課 

米穀課 

農商局 

食糧部 

食品課 

事務所及其出張所 

庶務係  

警務課 山地農業指導所 

經濟員警課  

兵事課  

防空課  

警備課  

保安課  

警務局 

衛生課 阿片癮者矯正所(臺北更生

院) 

 

外事部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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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檢察局 地方法院檢察局 地方法院檢支部察局 

覆審部  

上告部  

支部(下設單獨部、合議部) 

出張所 

單獨部 

法院 

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 

合議部 

供託

局 

出張所   

總務課   

鐵道從業員教習所  

鐵道事務所及支所  

鐵道工場  

總務課 用品庫 

業務課  

列車課  

施設課 電機修理場 

工作課  

鐵道部 

自動車課 自動車修理場 

總務課 

監理課 

貯蓄課 

工務課 

航空課 

監察課 

郵便局 

臺北電信局 

臺北電話局 

無線電信局 

貯金管理所 

遞信從業員養成所 

簡易保險診療所 

飛行場 

遞信部 

航空試驗所 

 

總務係 

海運課 

所

署

官

署 

交通

局 

海務部 

造船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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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課 

燈臺 

築港出張所 

    

海員養成所 

總務課 

關稅課 

警務防空課 

總務部 

勤勞課 

業務課 

船舶課 

檢疫課 

運營部 

埠頭課 

經理部 築港部 

技術部 

支局  

港務

局 

基隆港務局 

出張所  

 高雄港務局 分課同基隆港務局  

總務課 

鹽腦課 

煙草課 

酒課 

支局 

出張所 

工場 

專賣

局 

試驗場 

  

出張所  

測候所 出張所 

氣象

局 

測候技術官養成所  

 

庶務課  

會計課  

學生課  

文政學部  

理學部 附屬植物園 

農學部 附屬農場 

工學部  

醫學部 附屬醫院 

臺北

帝國

大學 

附屬醫學專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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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圖書館  

熱帶醫學研究所  

南方人文研究所  

   

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  

臺北

經濟

專門

學校 

   

臺北

工業

專門

學校 

   

臺中

農林

專門

學校 

   

臺北

高等

學校 

臨時教員養成所   

師範

學校 

附屬國民學校   

圖書

館 

   

少年

救護

院 

成德學院   

醫院    

結核

療養

所

(松

山療

養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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癩療

養所

(樂

生

院) 

   

精神

病院

(養

神

院) 

   

刑務

所支

所 

   

農業

試驗

所 

   

林業

試驗

所 

   

工業

試驗

所 

   

糖業

試驗

所 

   

天然

瓦斯

研究

所 

   

 

水產

試驗

所 

   

 員警

官及

司獄

官練

習所 

   

 地方 州 知事官房 文書課 市、員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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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課 

教育課 

國民動員課 

土木課 

會計課 

稅務課 

總務部 

調停課 

商工課 

金融貯蓄課 

農務課 

資產課 

水產課 

林務課 

產業部 

耕地課 

警務課 

高等員警課 

刑事課 

經濟警察課 

兵事課 

警備課 

衛生課 

警察部 

行政課 

消防署、郡

（下設街、

莊） 

稅務出張所  

農事試驗場  

水產試驗場  

 

種畜場  

總務課 

勸業課 

警務課 

稅務課 

農事試驗場 

水產試驗場 

種畜場 

公立中等學校 

課 

廳 

公立國民學校 

市、員警署、郡（下設街莊）、

支廳、街、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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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臺灣總督府之文書管理單位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文書管理單位的變遷情形大致如下3： 

文書管理單位 開始負責文書管理年代 
總督官房記錄課 明治 28 年(1985)6 月4

民政局局長部文書課 明治 28 年(1985)8 月(軍政時期)5

民政局總務部文書課 明治 29 年(1986)4 月(復行民政)6

總督官房文書課 明治 30 年(1987)10 月7

民政部文書課 明治 31 年(1988)6 月8

總督官房文書課 明治 34 年(1901)11 月至結束對台統治9

雖然在日治初期 1985-1901 年間，負責文書管理單位在民政局和總督官房之間變

換，但其職掌和功能的變動不大。爾後的四十多年則由總督官房文書課管理，因

而也有學者略以「台灣總督府檔案在日據時期係由台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負責整

理保存」10來概稱。 
 

                                                 
3 徐國章,「解讀明治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官制類史料-兼述當時的台灣總督

府文書管理制度」,臺灣史料研究 14(民 88.12):58-105。 
4 依據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代理記錄課長木村匡於明治 28 年 6 月 29 日之簽案，陳請由記錄課辦

理公文書類之編纂及保存相關事項，並經代理總督水野遵核定實施。 
5 依據明治 28 年 8 月 23 日發布之「民政局分課規程」第二條。 
6 依據明治 29 年 4 月 24 日發布之「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各部分課規程」。 
7 依據明治 30 年 10 月 27 日總督核定之「台灣總督府行政事務規程」第三條。 
8 依據明治 31 年 6 月 30 日發布的「臺灣總督府官房及民政部分課規程」第六條。 
9 依據訓令第三百五十四號「台灣總督府官房並民政部員警本署及各局分課規程」，明治 34 年

11 月。 
10 王世慶，「介紹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檔案」，台灣文獻 17:4 (民 55.1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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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臺灣總督府文書保存規則 

 
台灣總督府之文書處理，由文書處理人員在文書歸檔時加以分類及決定保

存，相關資料例舉如下： 
法令規章 制定或執行日 相關條文 
台灣總督府民政局記錄

規則 
明治 28 年 9 月 3 日 第三條 記錄掛接到文

書時，應登記於受文簿，

並就各文書依左列事項

予以分類：一、保存或銷

毀；二、區分類別；……
台灣總督府民政局記錄

分類規則 
明治 28 年 9 月 3 日 第三條 如有不適用類別

表之文書時，得暫由文書

課長指定其歸類。 
民政局記錄規則 明治 29 年 9 月 23 日 第四條 文書課記錄掛

接到文書時，應就各文書

依左列事項予以分類：

一、保存或銷毀；二、區

分類別；…… 
民政局文書保存規則 明治 29 年 9 月 23 日 第十條 報告均按類彙

集之，特別命令提交之報

告書，應編入相關書類當

中。 
民政部記錄規則訓令第

一百六十八號 
明治 33 年 10 月 19 日 第三條 文書課記錄係

接到處理完畢的文書

時，應將受理日期記入檔

登記簿，並就各文書依左

列各項予以分類：….;
三、保存或銷毀；四、區

分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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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臺灣總督府文書目錄之著錄規範 

其著錄規範見諸「臺灣總督府文書」之凡例 

1. 卷冊號碼（檔案分類號碼及記號） 

每一冊檔案（卷冊）皆附有卷冊號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典藏編碼）及括弧

內之檔案分類號碼，記載之順序係代表標記順位，其號碼依據基準如下： 

（例）00103（五一－95－A51－1－2－0－2）『自開府至軍組織中臺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一０』 

00103        係粘貼於各卷冊之文獻委員會典藏編碼。 

括弧內五一   係「台灣總督府檔案」總卷冊之編碼，以中文數字表記。 

括弧內 95   係年度別分類，以該年度之西元末二位數字表記。 

括弧內 A  係文獻委員會所藏之「台灣總督府檔案」之類別，以英文字

母表記。其表記如下， 

       A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含總目錄） 

       B 各縣公文類纂（含總目錄） 

       C 各局公文類纂（含總目錄） 

       D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關係文書 

       E 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公文類纂 

       F 其他台灣總督府相關文書 

括弧內 51    年度別之冊數號碼，至多以百位數表記。 

括弧內 1     係保存年限類別，其分類如下，但不特定者以 0 表記。 

1 永久保存文書 

2  十五年保存文書 

3 五年保存文書 

4 一年保存文書 

括弧內  2     係檔案種類，1 表甲種、2 表乙種，甲乙混合或無法判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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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 表記。 

括弧內  0    追加檔案以 1 表記，特殊檔案為 2，其餘為 0。 

括弧內  2    係門別分類，以阿拉伯數字十位數表記。又，門別名稱依檔案。 

2. 卷冊名 

沿用粘貼於原檔封面之題答。但，題簽時有剝離、破損、誤貼之情形，

故由目錄標題、版心以及封面推敲之方式表記，而年度及卷號之表記方式統

一如下。 

  （例）原檔案 『明治三十一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三十五』 

     本書  『明治三一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三五』 

3. 門別及門名 

裝訂成冊之檔案門別分類，係沿用各卷冊封面之附加題簽。但如前項 2，

同樣有剝離、破損、誤貼之情形，故由各冊檔案內容及原檔目錄對照訂正而

成。又，附加題簽和原檔目錄之各門名稱未必一致，但於本書仍予統一表記。

各門號碼亦與前項一樣同時修正。 

（例）原檔案目錄 第二門 官規官職 

   本   書 第二門 官規及官職 

4. 目錄標題 

沿用原檔案目錄頁所記標題，並以粗體字表記。自粗體字部份起，即為

原檔案目錄頁用紙上所記之內容。 

5. 目錄本文 

原檔案目錄大多記錄於特別印製之目錄用紙上，此類印刷用紙格式雖不

盡相同，但其基本記錄事項及目錄內容大致固定。印刷部分主要有年度、『明

治 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之卷冊名、「第 門」之門別、原檔案目錄編纂

者署名之「編纂」記錄欄，以及檔案卷冊之號碼（文件號碼或原議號碼）、件

名或結案日期之「番號」「件名」「結了年月日」等指定記錄欄。本書中，如

編纂者未署名，或「番號」「件名」「結了年月日」無特殊需要記載者，皆予

以省略。下述各項除部份例外者，皆按原檔案目錄記載。 

(1) 門號及門別名 

按原檔案目錄表記。 

(2) 檔案號碼（文件號碼或原議號碼） 

 142



檔案號碼原則上皆遵照原檔案目錄。但如有原檔案目錄上之號碼（文

件號碼或原議號碼）與卷冊上之編碼不同，或文件順序與文書裝訂順序

不同之情形，則不按原檔案目錄所記內容，而遵照檔案內容予以補充或

訂正。且號碼與前項 2 一致。 

(3) 檔案名（件名）表記方法 

原檔案目錄中記載之件名，往往出現文字脫落、筆誤、疑義、標記

不足等現象，一字不改恐難以理解。此外，本檔案為配合數位化處理及

對外公開的措施，不只需要建立檔案檢索資料庫，也必須修改件名。為

此，本書以該目錄之檔案內容為依據，重新編寫較為正確的檔案名稱（件

名）。其方法係參考原檔案中之件名標題、所貼之浮簽或目錄，分析內容

後，包含片假名在內，以最適切且忠於該檔案之方式記載。另外，為使

檔案易於檢索，法令名稱等參考<官報>或<府報>補足其正式名稱，官署

名或職稱等，則參考派令和<職員錄>補足其正式名稱。漢字部分改為現

代日語常用漢字，變體字或異體字部分改為片假名。此外，明顯筆誤亦

加以修改。 

(4) 表記方法 

(A) 法令編號 

有關律令、府令、訓令、告示、告諭、民訓、縣令等法令編號，

均加上括號予以說明、法令名稱或專有名詞則不做任何改變。但文

句中不解說則無法理解者，係於文句當中附加括號說明。 

(B) 省略表記 

原檔案之檔案標題或原目錄中之表記，常有類似「外何名」「外

何庁」「等」等省略表記方式，此時，以原文記載及內容為基準，並

參照<官報><府報><職員錄>等資料，可確認部分，本書予以詳細記

載，無法確認部分則附加「等」字表記。惟此種表記方式可能造成

人名、地名、官衙或法令、職稱重複，本書儘量避免，但若重複部

分可為該文件內容判斷之依據時，則仍予以重複表記。 

(C) 省略表記之例外 

原檔案之目錄中，「外何名」「外何庁」「等」等省略表記，即使

參照原文內容乃不得其解時，如下例，以「未記載」表記。 

     （例）目次原本 雇員長谷川宣一外一名職ノ件ニ付回答 

        本  書 雇員長谷川宣一外一名〔未記載〕職ノ件ニ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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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姓名表記 

原檔案有不少省略人名之現象，本書為求統一，並考慮人名檢

索之必要性，採前項(B)之方法，於可確範圍內予以記載。 

(E) 散裝檔案 

原檔案目錄雖有記載，實際卻未裝訂之文件（移管檔案或目錄

中已記載「未綴」時除外），註明「未綴」以識別之。 

(F) 檔案名稱位置 

原檔案目錄中，同一事項常有複數檔案，事項名稱或主要檔案

後的其他檔名稱位置較低，本書一律空一個文字處理。 

(G) 傍線附記 

以片假名表記歐美人士姓名或歐美相關企業團體時，於該等文

字旁畫線，以示該名詞首尾。 

     （例）原檔案目錄 台灣ニ於ケル日本人ノ慘酷ト題スルチヤイナメ

ール記事 

6. 日期 

本書因係檔案目錄，具備行政効力，所以自案件發生到結案為止的起始

時間均分別記載。另外，更考慮到本檔案用上的方便性，法令部分之日期記

載，係採行政効力生效之日期，人事部分則記載其派令日期。但原檔案中，

明治二八年之所有檔案及二九年之部分檔案，其目錄並未記載起案或結案日

期，也有不少檔案目錄因破損或結案日期欄缺損而無法辨識，加上當時目錄

編纂者之日期採定方式因人而異，所以，本書以原檔案為基準以確定之日期

記載之。但檔案內容亦出現破損或未記載而無法判別者，則僅寫「年月日」，

日期空白。而原檔案中若出現未記載、破損或筆誤，必須加以訂正時，係以

下述方法確認。惟附加日期時，並未特意說明該項係經補記或訂正。 

(A) 起案日期 

案件發生之始即為該案件之起點，故陳請書（上陳、內陳、具

陳等）、各種申請表、雇用申請表、辭職申請書、報告書等之日期均

予以記載。但聘書或辭職申請書等之附件，如履歷書、診斷書，其

日期記載方式則不在案件主義考慮範圍內。 

(B) 結案日期 

案件完結或處理完畢之日視為結案日期，並登記於原檔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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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用紙中「結了年月日」之記錄欄。然此日期往往因目錄編纂者不

同而有所差異，故可見卷冊中日期之採定基準迥異。本書原則上以

決裁日期為優先，但若有困難時，依下列順序決定。 

決裁日（裁定日．閱了日等）．通知日．發送日．府報揭載日 

(C) 日期記載 

無論目錄原件之記載如何，所有日期皆遵循前述案件主義的原

則，按下列方式記載。 

第一行 開始年月日 

第二行 結束年月日 

第三行 法令或辦法之實施日期 

(a)如有日期不明者，僅記載「年月日」三字。完全無法判別者，

留空欄不加以處理(b)非法令、人事等，不記載第三行的日期欄。具

體而言，請參考下例。 

     （例）一般案件 

   總督府法院通訳官等俸給改止勅令發布ニ付キ內務大臣內海

忠勝ヘ稟申ノ件   

                  明治三六年 三月 五日 

                  明治三六年 六月 三日 

（例）法令案件 

   台灣汽船職員懲戒規則制定（律令第八號） 

                  明治三五年 一月二七日 

（例）人事案件 

   野間慶一（明治三五年一二月二七日付）．生駒耕雲（一月一

三日付）、神沢才藏（一月一五日付）ニ台灣公医候補生ヲ命シ台北

医院付属ヲ命ス 

                  明治三五年 七月三０日 

                  明治三六年 一月一五日 

                  明治三六年 一月一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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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日期空白 

原檔案目錄未記載日期，檔案文件內容亦無線索可尋時，其空

白處仍留白不予處理。 

（例）原檔案目錄 伊藤重英外二名一等郵便電信局長ニ任命內申

書        明治二九年 四月  日 

   本   書 伊藤重英．豊原清．大津麟平一等郵便電信局

長ニ任命內申書  明治二九年 四月  日 

（註）自第七卷略【】之原因，諸參照 5 之(3)    

(E) 報告書等之日期 

部分報告書，係呈請總督閱覽之文件，但其中部份並未檢附呈

請閱覽之簽呈。此種情況下，報告書上記有日期者，按此日期記載，

未記載日期者，則仍空白處理。 

7. 原檔案目錄之缺陷 

目錄編纂者之筆誤，或遺漏文件號碼與件名之情形，亦時而有之。如下

例（第一卷三二頁～三三頁），第七七號和第七九號檔案已依實記載，但第七

八號檔案之文件號碼與件名皆無。當然，文件亦未裝訂。由檔案情況判斷，

因最初檔案並未裝訂，而認為純係編纂之筆誤時，本書將如（例 1）將文件

號碼及未裝訂之情形，予以補充說明。又，原檔案之目錄本身無件號時，則

如（例 2）補記說明件號。此外，很多屬於報告性質之公文，不知是自始即

未裝訂或日後散佚，其表記方式如（例 3）。 

（例1） 本 書 七八〔未綴〕 

（例2） 本 書 七八未綴 

（例3） 本 書 第三號 欠 

8. 破損、無法辨識之檔案 

 因破損而文字脫落、污損無法辨識時，於該處填入□（□表一字）之

符號，如該處之範圍無法判別時，以〔〕       之符號表記。 

9. 件名順序 

原檔案目錄之件名順序與檔案內容有所出入，如經判斷係總督府編冊交

給臺灣後，才發生誤將檔案卷冊順序調動者，本書依據檔案內容予以更動，

但不註明已更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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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移管檔案之記載 

原檔案目錄之所有記載，只要非筆誤，皆按原文依實記載，但其中不乏

有下列情形。卷冊編纂完畢且業已裝訂，但因官制改變，檔案之所轄單位亦

隨之異動，此時自卷冊中抽出，實際却未裝訂之檔案，稱之為「移管檔案」。

又，「註記檔案」係指最初裝訂時，即未裝訂該檔案，編纂目錄者為考慮使用

方便，特意記下件名，以說明該檔案之實際裝訂處，此係極為細心編纂目錄

之檔案。上述二者，其原檔案目錄雖有記載，但其實卷冊中並無該檔案。此

類檔案，本應自目錄刪除，但以前項「移管檔案」而言，移交機關之檔案未

必保存至今。加之，卷冊作成之際確曾裝訂該檔案，故就曾移交過的記錄史

料而言，亦不失其價值。而「註記檔案」，利用上亦確有便利之處，因之，本

書皆忠於原檔內容收錄。又，於檔案分類上，移交檔案或其他檔案雖裝訂於

他處，但原檔案目錄皆特意附上（）之記號，以加註說明該檔案件名，本書

亦沿用原檔案（）之記號。然而部份檔案係於件名處附上（）之記號，並以

兩行小字以為註腳。此類檔案，本書皆沿用原件名字體，附上（）之記號收

錄其中，意即，本書中所有（）之表記，皆取自原檔案。 

(1) 移管檔案 

  因官制改變等因素，而將檔案移交新官署時，其原檔案目錄雖有件名之

記載，實際檔案卻未裝訂其中。此時，原檔案目錄之記載方式如下，即（○1

紅印○2 紅筆），本書亦沿用原檔案。 

○1 明治四十一年官文第一五七號ヲ以テ專賣局ヘ引繼ク 

○2 四三年官文一三二號專賣局ヘ引繼ク 

(2) 註記檔案 

原檔案目錄為進行解說而於（）內加註之說明，本書亦按原檔方式表記。 

（例）台灣總督府官吏ノ服務懲戒等內地規則ニ依リ取扱ノ件通牒（懲戒

ノ部ニ入ル） 

  稅關監吏賞罰方委任ノ件（委任ノ類別ニ在リ） 

  警察庁規程制定（二門．八） 

(3) 補記檔案 

（例）同属草道常彥非職ノ件（郵便電信書記川崎武之助所属命令） 

11. 銷毀檔案之月錄 

現存之銷毀檔案之目錄，全數收錄。惟銷毀檔案中明顯誤記者，因該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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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已被銷毀處置，如今已不可考的情況下，無法確認是否正確，因此不強加

訂正，只得於疑問處附上「ママ」的表記。且銷毀檔案中之人名，也因相同

理由，不予更正。 
ママ

 （例）原檔案目錄 電線架設通信所新竹ノ件ニ関シ雲林出張所長上申 

12. 接收檔案之目錄 

因官制改變而廢除的機關，其檔案由總督府接收，此類檔案僅有交接目

錄，而不見檔案內文。檔案本身係裝訂於「舊縣檔案」（請參考第一卷台灣省

文獻委員會館藏檔案一覽）的史料群中，而未載於「公文類纂」內。雖然此

類檔案之目錄中並未記載接收檔案之內容，但因舊縣檔案目錄之史料重要性

不容忽視，故本書仍按此接收檔案之目錄記載。另，該檔案目錄中若出現筆

誤，其處理方式與銷毀檔案一樣。 

13. 刑事登記之檔案 

刑事登記檔案，因涉及個人隱私權，所以省略人名，而僅記載每一法院

所載日期及檔案頁數。 

14. 遺失檔案之處理方式 

如本書（第三卷）之解說部分所述，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有部份檔案流失

於會外。該會曾以各種管道取得原件或影本。此類檔案，省文獻會雖未典藏，

但檔案確實存在，故本書之處理方式如下。 

 （例）00000－1（三０一－98－A－64－1－2－0－12） 

       明治三一年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四三 

○1 典藏編碼 

A.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已編碼者，沿用其編碼。 

B.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未編碼者，沿襲其編碼之表記方式，如右例，以五個

零之五位數字表記，其後，順次再編上細目編碼。 

○2 總卷冊編碼 

A. 未出版之目錄，其號碼如前述處理方式編排。 

B. 已出版之目錄，因號碼難以調整，故於遺失檔案之前一冊檔案號碼後，

插入細目編碼予以追加。 

○3 年度別之冊數號碼 

A. 未出版之目錄，其號碼如前述處理方式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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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出版之目錄，因號碼難以調整，故於遺失檔案之前一冊檔案號碼後，

插入細目編碼予以追加。 

15. 裝訂錯誤之檔案 

本應裝訂於某一卷冊之文件，被誤植於其他卷冊時，如第二三九檔案之

二六，本書除附上〔〕之符號，並以日文加註說明之。 

 （例）本 書 二六 台灣總督府法院条例改正 律令第一六號〔次の二七も

見よ〕 

16. 半毀乃至全毀檔案之處理方式 

目錄全毀，且卷冊中所裝訂內文亦經毀損之檔案，唯有解讀現有僅存之

檔案之記錄其件名，但其中仍不乏難以解讀者。此類檔案依毀損程度不同，

處理方式亦有所不同，其表記方式分別如下（參照第六九四檔案）。 

  ○1 原檔案全毀 

（例）（原檔案全毀，件名無法記錄） 

○2 原檔案半毀 

（例）00693（六九四－01－A－114－1－3－1－2） 

＊三 法院書記森富太郎依賴免本官 

○3 同前項○2 ，但較○2 之情形猶片斷零散，僅能局部解讀者 

（例）同前項○2  

   ＊九 旧慣調查会勤務雇（以下破損） 

17. 標記等 

為供讀者充足的資訊以資有效活用本檔案，和下列各項有關的部分皆冠

上〔〕之標記。另外，容易引起讀者誤解的部分，則於旁邊附上「ママ」之

標記。又，為與原檔案以示區別，本目錄採平假名之現代表記方式。 

(1) 相關事項之參照 

本檔案為行政公文，所以檔案本身代表部分行政行為，就某種意義

來說只是一種手段。案件結案後，負責部門將其送抵臺灣總督府民政部，

文書課為保存管理檔案，會分類裝訂。但有時數個案分屬各種不同類別，

卻未被分類，而裝訂於同一檔案內。於是被分開裝訂的案件可能未和相

關檔案裝訂一起，而呈現不完整的狀態，但原檔案內並未說明，這類檔

案如下例，本書將附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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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一六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監督官青木正元ヲ昇等（一０月二二

日付）ノ上休職（一０月二六日付）ヲ命ス〔岡本忠平免官．永

井一雄外派遣を免ずる件あり〕 

(2) 相關事項之參照 

    與該案件有直接的相關性，卻以不同類別處理者，本書如下例，附

注說明。 

（例） 一八 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書記星明ヲ辞職願ニ依リ

本官ヲ免シ退官一時金ヲ給ス〔一八も見よ〕 

    四四 覆審法院嘱託上田恭輔ニ通信生養成事務ヲ嘱託ス〔三

八と関連あり〕 

(3) 不明或誤綴之檔案 

部分檔案因裱褙或拍攝光碟等人為因素而遭分解，導致檔案散迭或

裝訂錯誤。為避免檔案使用者誤解，本書如下例附注說明。 

   （例） 九 淡水稅関勤務總督府稅関監吏福田数馬ヲ辞職願ニ依リ本官

ヲ免ス〔辞令案不明〕 

      二七 淡水稅関勤務稅関監視神宮司彥八ヲ帰鄉療養中ノ処危篤

ノ為メ勤務勉励功労ニ依リ昇級ス〔原本誤綴〕 

(4) 補充說明 

    部分檔案很難一眼判斷其件名和日期，此時，如何判定日期和件

名，本書於編修時均加以說明。 

 （例）五九 臨時台湾土地調查局属中川朝栄ヲ苗栗庁属ニ任シ苗栗庁属

山本夘喜二ニ休職を命ス〔本件については、總督決裁（委任）の

詞令案では山本は休職內申取消となつているが、綴られている文

書による処置経過及び詞令案中の修正狀況から休職令案が復活し

たものと判断した〕 

18. 接收檔案及廢棄檔案之目錄 

    總督府因改制等因案導致機關有所變動，由本府所接收之檔案（接收檔

案）及超過保存年限所廢棄之檔案（廢棄檔案），兩者在決定是否接收或廢棄

時，因係由總督和民政長官裁決而附有起案書之目錄。此類檔案群沒有檔案

原文，本目錄只有按原檔目錄記錄，存疑的部分在傍加上「ママ」的記號，

明顯筆誤的部分，則於行間附加括弧表記。此類檔案群格式並不統一，本目

錄在收錄此類檔案時，就格式的一致性做過部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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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原議目錄 

    原議目錄係有關人事上昇遷任免檔案之目錄，是總督官員為方便查閱臺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而製作。就現狀而言，甚多原議目錄是附在檔案卷冊的末

尾，但是有部分原議目錄是裝釘在和文書內容無關的卷冊內。這些文書因為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在進行文書修復及製作 CD 時，曾加以拆線解體，故已無

由知悉原有狀況，所以現狀也並不一定就是原有狀態。就史料學觀點看原議

目錄文書，應該是裝釘在各檔案卷冊末尾，所以本書在收錄之時亦記載係放

在各檔案卷冊末尾。另外，原議目錄係總督府文書課簡易製作之目錄，有諸

多筆誤。本書收錄此原議目錄之時，基於本書係目錄史料的立場，除明顯錯

誤者之外，仍照原文加以記載。除此之外，對於有疑問者，在行間距加上括

弧註記或附上ママ兩字表示有錯誤。但人事進退文書在明治四一年度的檔案

卷冊，是裝釘在檔案原本目次之處，所以收錄在各卷冊卷首之處。 

   進退原議目錄之記述，皆係依照原本之記載，但考慮利用者的方便性及排

版因素，部分作了記述方式的變更。 

 （事例 1） （原本）秘甲一 一九八 

       （本書）秘甲一第一九八號 

 （事例 2） （原本）〃 一 二０四 

       （本書）秘甲一第二０四號 

 （事例 3） （原本） 

一一 二二六          地方課長代理免命ノ件 
参事官 楠 正秋 
事務官 石井為吉 

       （本書） 

       一一 二二六 参事官 楠 正秋 地方課長代理ヲ命スル件 

             一一  二二六  事務官  石井為吉  地方課長代理ヲ命スル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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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深度訪談問題綱要 

 

敬啟者： 
 

您好！我是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研究生黃淑惠，目前正從事碩

士論文的研究，題目為「臺灣總督府檔案之編排與描述」，研究目的是瞭解臺

灣總督府檔案之實體管理、目錄製作、分類、應用之概況。希望藉由訪談方

式，深入瞭解檔案管理者在檔案編排描述的規劃以及相關觀點與建議，還有

使用者的使用建議等，以期作為該檔案及其他檔案管理應用之參考。 

    本次訪談各項資料僅作研究之用，訪談內容不對外公開，敬請安心接受

訪談！您的意見對本研究至為重要，本次訪談時間約需花費 1 小時，十分感

謝您撥冗接受訪問，打擾之處，尚祈見諒！ 
 
敬祝 
    健康快樂，工作順利！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論文指導教授：薛理桂  博士 
                            碩士班研究生：黃淑惠 
                            聯絡電話    ：0933475220 
                            E-Mail      ：shuhui.tw@gmail.com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六  年 四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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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檔案管理單位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一、受訪者姓名與工作職稱 
二、受訪者單位名稱 
三、受訪者聯絡電話及 E-Mail 
四、受訪日期 
 
第二部分：訪談內容 

一、工作情形 

（一）請問您的學術背景？ 

（二）請問您主要負責業務及職掌？擔任此工作時間及經歷？ 
 
二、訪談項目（區分檔案典藏單位、檔案使用者） 

（一）檔案典藏單位-國史館臺灣文獻館 

    1.請問貴館臺灣總督府檔案所屬檔案群如何決定?由誰決定?其決

定過程、參考依據為何?為何在不同媒體(摺頁、網路資訊、數

位典藏檢索系統)有不同的分法? 

    2.請問貴館如何定義臺灣總督府檔案這個全宗?是否囊括所屬、

直轄機構之檔案?其他機構所移轉之相關檔案如何決定是否併

入? 

    3.請問您認為貴館在摺頁、網路資訊、數位典藏檢索系統所呈現

之檔案分類與控制層級是否妥切?有無改進之建議?  

4.對於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實體編排，關於冊號編排之不合理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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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原因為何？此外，對於實體編排部分，現今的作法是否合

宜，有無改進必要？ 

5.請問在貴館分類中總督府檔案下的各個檔案群，其檔案產生者

為何？是否相同？ 

6.請問數位典藏計畫中，臺灣總督府檔案的控制層級、後設資料

著錄欄位如何決定？有無著錄規範？ 

7. 請問臺灣總督府檔案之線上檢索介面，其欄位如何規劃？讀

者使用後有無反應使用問題？未來有無改善規劃？ 

8.請問您認為臺灣總督府檔案在數位化過程，所遇到較大的困難

為何？有哪些需特別注意之事項？可否提供建言給其他從事

檔案數位化工作者？ 

 

（二）檔案使用者 

1.請問您覺得國史館臺灣文獻館所提供的檔案分類與編目的方

式，是否容易理解，有助於您檔案查詢及利用？ 

2.請問您曾經查閱過哪些臺灣總督府檔案目錄?查閱各種檔案目

錄之使用經驗與心得為何？  

3.請問您是否利用關鍵詞或使用主題、人名、地名等款目作線上

目錄檢索或影像連結？查詢時有否遇到不便或困難之處？  

4.請問您對各種目錄之著錄品質是否滿意?有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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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訪談同意書 

敬啟者： 

    您好！我是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研究生黃淑惠，目

前正從事碩士論文的研究，題目為「臺灣總督府檔案編排與描述之研

究」，研究目的是瞭解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實體管理、目錄製作、分類、

應用之概況。希望藉由訪談方式，深入瞭解檔案管理者在檔案編排描

述的規劃以及相關觀點與建議，還有使用者的使用建議等，以期作為

該檔案及其他檔案管理應用之參考。 
     本研究的訪談內容主要有關您對檔案相關工作經驗及對臺灣總

督府檔案分類整理編目之看法與建議，訪談時間約需花費您 1 小時，

為求真實且完整呈現您的意見，訪談過程將徵詢您同意後予以錄音記

錄，以便於後續資料整理與分析工作執行，希望您同意並惠予協助。

您的意見對本研究至為重要，日後資料呈現亦將以保障您的權益與隱

私為最大考量，敬請放心。 
    最後，若您對本研究有任何意見與疑問，歡迎您隨時與研究者聯

繫或反映。為了保障您的權益，若您同意參與本研究，請您於下欄空

白處簽名。本同意書分上下兩聯，分別由您與研究者持有，請您以郵

寄或傳真方式回覆。再次感謝您的支持！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論文指導教授：薛理桂  博士 
碩士班研究生：黃淑惠 
聯絡電話    ：0933475220 
傳真電話    ：049-2317782 
E-Mail      ：shuhui.tw@gmail.com 
                                       研究生：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 

訪談同意書   回函 
本人同意參與碩士論文「臺灣總督府檔案編排與描述之研究」訪

談，並同意研究者於訪談過程全程錄音，以利後續資料整理與分析工

作執行，惟訪問內容僅供此研究運用，並須於整理後作匿名處理始得

發表。 

立同意書人：           （簽名）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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