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臺灣總督府檔案概述 

臺灣總督府檔案是日治時期日本在臺殖民政府的行政文書，是近代臺灣史研

究的重要史料。 

一、管理歷史沿革 

臺灣總督府檔案在日治時期現行文書與半現行文書時，係由臺灣總督府官房

文書課負責整理保管，戰後，民國 36 年初，由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秘書處文書

科接收。改制臺灣省政府後，繼續由秘書處文書科管理，直至民國 42 年，始分

批移轉至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省文獻會在接管「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初，暫時庋藏於臺北市延平南路一帶。

隨後歷經多次搬遷，並無固定典藏庫房，有時以租借民房代替庫房，極為克難，

不利於檔案典藏與整理，在空間環境、恆溫濕設備方面，更難符合理想要求。為

謀求典藏環境改善之道，省文獻會後於民國 81 年在南投縣中興新村現址興建臺

灣歷史文化園區，其中「文獻史料館」的規劃，即以典藏日治時期檔案為主，自

此省文獻會接管的日治時期檔案，方有固定的典存處所，且典存環境較佳
1。臺

灣省文獻委員會在精省後於 91 年 1 月 1 日改隸總統府國史館，更名為「國史館

台灣文獻館」。 

二、臺灣總督府檔案所包含之檔案群 

「臺灣總督府檔案」原收藏於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的大書庫內。包括「臺

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永久保存卷冊 6,789 卷、15 年保存卷冊 3,226 卷，這是臺灣

總督府檔案的主要部分，數量也最多。另外，曾設立於總督府內但因業務已完成

而撤銷之機構，如臨時土木局、糖務局、高等林野調查委員會、臨時臺灣土地調

查局、人事任免、地方行政機關申請國庫補助、借款關係等之文書卷冊 1,104 卷，

加上收發文簿、類別目錄、總目錄等文書處理上之登記簿、原總督府內法務部

                                                 
1 蕭富隆，「臺灣省文獻委員會典藏日治時期檔案數位化」,書苑 42（民 88 年 10 月）：頁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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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會計課之參考文件等，使檔案數達到 15,062 卷之多。此外，西元 1895 至

1901 年臺北、新竹、臺中、臺南、嘉義、鳳山、臺東各縣、廳的地方行政文書，

即所謂「舊縣公文類纂」783 卷，亦由當時的臺灣總督府直接管理，上述諸檔案

群合稱為總督府檔案，合計檔案總數共 15,845 卷2，統計如表 2.1。  

表 2.1：臺灣總督府檔案所屬檔案群之檔案產生年代與數量一覽表 

檔案類型 卷（冊）數 起迄年代 

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含其他保存文書

類）3 11,190 明治 28 年至昭和 20 年

臨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各類文書 1,904 明治 31 年至明治 38 年

高等林野調查委員會公文書類 91 大正 3 年至 7 年 

特殊文書：土木局公文類纂及糖務局公文

類纂 
35 明治 35 年至明治 44 年

台灣施行法規類文書 70 大正 3 年至昭和 7 年 

文書處理用登記簿 1698 明治 28 年至昭和 20 年

舊縣公文類纂 783 明治 28 年至明治 34 年

其他類文書 74   

 

三、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的外觀形制及內容概說 

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的歸檔裝釘形式，外觀與我國之檔案截然不同，其狀似

書籍，係日本特有之檔案卷冊製作形式。從檔案跨越的年代而言，大致可分為明

治、大正、昭和三時期，依據各時期總督府內文書課訂定的相關文書處理規則規

定編輯而成。重要性較低的文書，絕大多數已被銷燬。大體而言，明治、大正、

昭和三時期中，以明治期卷冊最多，內容幾乎全是以毛筆在美濃紙上書寫。大正

期的數量次之，利用洋紙、鋼筆書寫的情況漸增。昭和期數量最少，且在昭和

10 年以後之永久保存文書、昭和 9 年以後之 15 年保存文書並未裝釘成卷，而是

頁數少的薄冊狀態；另外因業務授權關係，此一時期絕大多數業務授權由部、局

                                                 
2 蕭富隆，「臺灣省文獻委員會典藏日治時期檔案數位化」,書苑 42 (民 88 年 10 月) ：頁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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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或課長級決行這些文書，不再移送官房文書課集中整理保管，仍由原單位保

管，致未能一同保存下來，這是昭和期總督府公文類纂數量大減的原因。 

  「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數量龐大，分門別類編纂成卷之門、類，其分類因

不同年度之相關文書規定而有所不同。保存年限在 1 年或 5 年者，幾已全部銷燬；

昭和時期授權總督府內局、課長級決行文書由於分別保管，戰後不知所終。 

  在總督府公文類纂中「進退原議公文類纂」是為人事檔案，從大正 5 年至昭

和 10 年總督府暨所屬機關人事任免、升等、人力精省等之紀錄，共 279 卷。原

來人事檔案皆附於各年度公文類纂之內，但因總督府業務擴張，人員增加變動頗

多，乃不再併入總督府公文類纂之內，而自成單元，編纂成卷。這部份檔案並未

分類，目錄亦較不完整。 

  在保存文書類檔案之中，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類，內容包括地方行政機關申

請補助以及申請借款兩大類。這一部分檔案卷冊都相當厚，收錄資料亦多。申請

補助者，除地方機關維修道路、築河海堤、建設自來水等向總督府申請補助者外，

日本民間在臺企業（如各大製糖公司、各公司行號）、臺籍人士亦得以興建灌溉

渠道、開墾土地等作為理由，向總督府申請補助。至於舉債部分，則全是總督府

所轄地方州、廳以及市街庄這些各級行政機構，為推展政務或興辦事業，向總督

府申請舉債貸款，日後再行償還。申請之際，須附有說明資料，故不少皆附有相

關年代之地方行政機關預算書、興建學校、市場之建築圖等，可作為研究日治時

期中、末期臺灣各地方行政區域之重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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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原始編排與描述 

廣瀨順皓在「近代日本公文書管理制度與臺灣總督府文書」4一文中提出，

為理解公文書檔案，需注意政府組織規定、事務分掌、文書編纂保存的相關規定

等三大要點。理由是國家的行政工作係由政府內部所屬各機關各就其事務分掌內

容推行，結案之公文書亦以各機關為單位，依據所定的保存規定，將同種類、同

內容之案件集結成冊，而成檔案。 

上述說法，正與檔案學理論的「控制層級」概念不謀而合。所謂的檔案控制

層級，簡言之，即全宗、副全宗、系列、副系列、件等五個層級。「副全宗」（乃

至副副全宗、副副副全宗……等），即為全宗檔案下的機關部門分屬；而「系列」、

「副系列」（乃至副副系列、副副副系列……等），即為文書人員依事務分掌、文

書編纂保存規定等的分類系統。 

本研究將依上述脈络，探討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原始編排描述。 

一、近代日本公文書管理制度與臺灣總督府檔案 

廣瀨順皓在「近代日本公文書管理制度與臺灣總督府文書」一文
5中提到，

明治初年的日本並未有完備的文書管理保存方法，但到了明治 10 年（1877），日

本政府各官廳的資料室裡，已堆滿了各種記錄、文書。內務省及大藏省由於保存

大量文書，在此時便開始以區分長期保存文書的方式進行整理，此作法不久亦為

政府其他機關及地方政府採用。 

此外，明治期最初的日本政府（即太政官政府），很早便已著手文書的分類

與編纂，其成果即為現存於日本東京國立公文書館的「太政類典」及「公文雜纂」。 

內閣制度創設後的文書管理制度，可謂以減少各廳省的負擔為主要目的。明

治 19 年（1886）內務省制定「內務省文書保存規程並同細則」，在公文書的保存

整理上，引進了「類別部目制」及「保存年限制」。內務省這項辦法很快由中央

擴及到各地方政府，成為近代日本公文書管理制度的基礎，臺灣總督府檔案的文

書編纂，亦是沿用此一文書管理制度。 

                                                 
4 廣瀨順皓撰,黃紹恆譯,「近代日本公文書管理制度與臺灣總督府文書」,圖書與資訊學刊

19(Nov.1996):頁 2。 
5 同上註,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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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上述近代日本公文書管理制度，許多作者均有詳細說明，例如高野修在

「古代から整つていた日本の文書管理のしくみ」
6提及關於明治期文書保存與

檔案學知識。高橋喜太郎「明治前期を中心とした政府の記錄組織の變遷等につ

いて」
7、橫溝光暉「戰前公文書の成立過程」文中均有詳細說明。 

二、臺灣總督府文書管理 

當臺灣總督府為現行文書時，其公文之呈判手續及分類等文書管理，均受當

時管理當局之規範。重要規程列明於下
8： 

(一)明治 28 年 8 月 5 日
9「文書處理10假規程」 

(二)明治 28 年 8 月 29 日訓令號外「民政局文書處理手續」 

(三)明治 28 年 9 月 1 日訓令第四號「臺灣總督府民政局記錄規則」、「臺灣總

督府民政局記錄分類規則」 

(四)明治 29 年 9 月 8 日「民政局記錄規則」、「民政局文書保存規則」 

(五)明治 33 年 10 月 24 日「民政部記錄規則」 

(六)明治 38 年 3 月 31 日「官房並民政部文書保存規則」制定,並廢止「臺灣

總督府民政局記錄規則」及「臺灣總督府民政局記錄分類規則」;明治 38

八年 3 月 31 日「文書特殊處理手續」;明治 38 年 3 月 31 日「書類貸出

手續」。 

(七)明治 39 年 1 月 23 日「特殊處理文書部類表」改正。 

(八)明治 39 年 3 月 26 日「保存文書分類表並特殊處理文書部類表」追加。 

(九)明治 40 年 7 月 5 日「保存文書分類表」改正。 

(十)明治 42 年 1 月 9 日「文書保存分類表」改正。 

                                                 
6 收入小川千代子、高橋實、大西愛編，アーカイブ事典（大阪：大阪大學出版會，2003 年）。 
7 收入岩倉規夫、大久保利謙編，近代文書学への展開（日本東京都：柏書房，1982 年）。 
8 東山京子「台湾総督府文書の目録について」,收入台湾の近代と日本（名古屋：中京大學社

會科學研究所，2003 年），頁 463-464。 
9 臺灣受日本統治期間為明治 28 年（西元 1895 年）至昭和 20 年（西元 1945 年），此亦為臺灣

總督府檔案所包含的文書起迄期間，在本文中，由於大量出現日本年代，除重要者外，將不一

一標明西元年代，而在文末附錄一中列出對照表。 
10 「文書處理」係譯文，原文為「文書取扱」，下文中「取扱」均直譯為中文「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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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大正 3 年 9 月 2 日「保存文書分類表中間及類設置」。 

(十二)大正 8 年 7 月 17 日「保存文書分類表」改正。 

(十三)大正 9 年 12 月 1 日「保存文書分類表」改正。 

(十四)大正 12 年 12 月 20 日「保存文書分類表改正」。 

(十五)昭和 18 年 12 月 1 日「昭和 2 年訓令第三七號臺灣總督府文書處理規

程中改正」。 

三、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分類板 

為能了解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的分類狀況，除自現存分類板中進行整理外，

尚須參考各時期檔案對分類規程的訓令頒布、機關組織的變化，以及實際檢閱檔

案門類分類記載，才能描繪出其原始編排描述的整體輪廓。 

所謂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分類板，是併同檔案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保存，是

普通薄木板上黏貼以毛筆書寫於紙張的分類表，應是檔案在現行文書時，文書單

位（文書課）作為內部人員參考之用。 

張谷源整理出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分類板如表 2.2
11： 

表 2.2：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分類板一覽表 

序號 名稱 數量 

１ 自明治 28 年 9 月 1 日至明治 29 年 9 月（民第 50 號）文書編纂類別表 2 

2 自明治 29 年 9 月至明治 30 年文書編纂類別表 2 

3 自明治 31 至明治 37 年文書編纂類別表 1 

4 自明治 38 年至明治 41 年文書編纂類別表 3 

5 自明治 42 年 1 月 9 日至大正 8 年 7 月 19 日文書編纂別表 1 

6 自大正 8 年 7 月 20 日至大正 9 年 6 月文書編纂類別表 1 

7 自大正 9 年 7 月至大正 12 年文書編纂類別表 2 

8 自大正 13 年 1 月至大正 13 年 12 月文書編纂類別表 2 

9 自大正 14 年至昭和 14 年文書編纂類別表 1 

10 自昭和 15 年至昭和 16 年文書編纂類別表 1 

                                                 
11 修改自張谷源「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分類板簡介」，臺灣文獻別冊4(2003 年 3 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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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自昭和 17 年至昭和 18 年文書編纂類別表 缺 

12 文書編纂類別表（年代不明，推測為昭和 18 至 19 年間） １ 

13 昭和 19 年文書編纂類別表 1 

四、總督府公文類纂主要分類變革 

綜合前面二、三點所述，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之分類歷經諸多變革，其主要

變革有三次，其分類詳列如下
12： 

（一）明治 29 年 9 月訂定之檔案分類 

  當時之檔案分類見表 2.3。 

表 2.3：明治 29 年 9 月訂定之檔案分類 

門 類 

第一門 皇室儀典 1 敕語令旨,2祝祭慶弔,3雜。 

第二門 官規官職 

1 官制,2 行政區域,3 處務規程,4 進退,5 敘位,6 敘勳,7 服

制,8 徽章,9 服務,10 懲戒,11 委任,12 會議,13 出張（註：

即出差）,14 履歷,15 願伺屆,16 雜。 

第三門 恩賞 1 褒賞,2 恩給遺族扶助,3退官及死亡賜金,4 救恤,5 雜。 

第四門 文書 
1 公文規程,2 印章,3 印刷,4 統計報告,5 圖書,6 官報及新聞

雜誌,7 建白及請願,8 雜。 

第五門 外交 
1 國際,2 領事館,3 居留地,4 外國人取扱,5 通商,6 海外旅

行,7 內地旅行,8 移民,9 雜。 

第六門 衛生 

1 病院,2 公醫,3 醫師藥劑師,4 產婆（註：即助產士）,5 傳

染病,6 風土病,7 種痘,8 檢疫消毒,9藥種商,10 阿片,11 獸

疫,12 飲食物,13 清潔,14 墓地管理埋葬,15 雜。 

第七門 土地家屋 
1 官有地,2 民有地,3 公園地,4 社寺地,5 墓地,6 鹽田及養魚

池,7 收用及登記,8 貸借及賣買,9 雜。 

第八門 戶籍人事 1 戶籍,2 戶數及人口,3 雜。 

                                                 
12 參考「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簡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http://db.th.gov.tw/%7Etextdb/test/sotokufu/>(2004 年 9月 20日)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印之「日

治時期檔案簡介」文宣小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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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門 社寺 1 神社佛閣,2信教,3 教會堂,4 墓碑,5 雜。 

第十門 軍事 
1 徵兵,2 軍艦及軍港,3 軍隊及憲兵,4兵器,5 徵發,6 戰鬥及

暴動,7 雜。 

第十一門 警察監獄 

1 警察署,2 監獄署,3 刊行物,4 違警罪,5 赦免,6 天災火災,7

危險物,8 興行及營業（註：「興行」即演戲及其他表演等業）,9

遺失及埋藏,10 難破船,11 行旅病人,12 暴行及殺傷,13 銃

獵,14 警備,15 贗造變造,16 雜。 

第十二門 殖產 
1農業,2山林原野,3撫墾,4樟腦,5礦業,6貨幣,7度量衡,8

雜。 

第十三門 租稅 
1 地租,2 樟腦稅,3 砂糖稅,4 茶稅,5 登記稅,6 海關稅,7 官

租,8 備荒貯蓄,9 公田,10 諸收入,11 雜。 

第十四門 稅關及輸出入 
1 無檢查無稅通關,2 無稅輸出入,3 密輸出入,4 輸出入禁

止,5 臨時開關,6 通關陸揚、運輸差留,7 雜。 

第十五門 會計 
1 預算,2 決算,3 收入,4 支出,5 給與,6 物品會計,7檢查,8

建築及修繕,9 出納官吏,10 換銀,11 雜。 

第十六門 司法 1 民事,2 刑事,3 雜。 

第十七門 教育學術 1 學制,2 學校,3 教科書,4 教員生徒,5學藝,6 雜。 

第十八門 交通 
1郵便,2電信,3鐵道,4船舶,5馬車,6通運,7航路及標識,8

觀象,9 海事會社,10 雜。 

第十九門 土木工事 
1 道路橋樑,2堤防,3 埋立（註：即填築）,4 水道下水,5 河

川港灣,6 測量,7 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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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正 8 年訂定之檔案分類 

  當時之檔案分類見表 2.4。 

表 2.4：大正 8 年訂定之檔案分類 

門 類 

第一門 秘書 
1 敕語令旨,2官制官規,3進退,4 辭令,5 服務,6 位勳褒賞,7

懲戒,8 恩給及賜金,9 儀式,10 雜。 

第二門 文書及統計 1 統計報告,2文書及圖書,3 雜。 

第三門 警察 

1 高等警察,2司法警察,3行政警察,4蕃人蕃地,5.人事,6 退

隱料、扶助料,7 公眾衛生,8 傳染病、地方病,9 醫師藥劑師產

婆,10 阿片,11 兵器,12 雜。 

第四門 外事 1 外交,2 通商及海外渡航,3 對岸,4 雜。 

第五門 地方 
1 地方行政,2地方經濟,3兵事,4 地理及土地建物,5 社寺,6

救恤,7 年期貸下及開墾,8 保管林,9 埤圳行政,10 雜。 

第六門 司法 
1 民事,2 刑事,3 商事,4 非訟,5 恩赦,6 監獄,7 退隱料、扶助

料,8 雜。 

第七門 教育 
1 學制,2 學校教員生徒,3教員檢定,4圖書,5 退隱料、扶助

料,6 雜。 

第八門 財務 

1 國稅,2 地方稅,3 金融,4 輸出入,5 預算,6 決算 7收入,8 支

出 9給與,10 官有財產,11物品會計,12檢查,13 出納官吏,14

地圖,15 土地,16 學租,17 雜。 

第九門 通信 
1 郵便,2 為替貯金,3 電信電話,4 陸運事業,5 船舶海員,6 航

海補助,7 燈臺標識,8 氣象,9 會計調度,10 人事,11 雜。 

第十門 殖產 1 農業,2 商工業,3 水產,4 礦業,5 畜產,6 度量衡,7 雜。 

第十一門 土木 
1道路橋樑,2河川港灣,3上水下水,4埤圳工事,5燈臺標識工

事,6 營繕,7 電氣並瓦斯之監督,8 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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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昭和 19 年訂定之檔案分類 

  當時之檔案分類見表 2.5。 

表 2.5：昭和 19 年訂定之檔案分類 

門 類 

第一門 人事 
1 敕語令旨,2官制官規,3進退,4 辭令,5 服務,6 位勳褒賞,7

懲戒,8 恩給及賜金,9 儀式,10 雜。 

第二門 文書 1 文書及圖書,2 文書,3 雜。 

第三門 訴願 1 租稅及手數料,2 雜。 

第四門 地方監察 1 地方行政,2地方經濟,3監察,4 雜。 

第五門 情報 
1 情報及宣傳,2指導及啟發,3內外事情及調查,4皇民奉公,5

雜。 

第六門 統計 1 人口統計,2犯罪統計,3國勢調查,4雜。 

第七門 文教 
1學制,2學校及教員生徒,3教員檢定,4圖書,5社寺,6救恤,7

雜。 

第八門 財務 
1國稅,2地方稅,3金融,4輸出入,5預算決算,6收入,7支出,8

檢查,9 出納官吏。 

第九門 農商 
1 特產,2農業,3商業,4水產,5畜產,6林業,7保管林,8樟樹

造林,9 水利。 

第十門 工 
1 物資需給調查,2 勞務需給調查,3 河川,4 工業,5 業,6 都市

計畫及上水下水,7 雜。 

第十一門 警務 

1高等警察,2司法警察,3行政警察,4蕃人蕃地,5公眾衛生,6

傳染病及地方病,7 醫師、藥劑師、產婆,8 病院,9 阿片,10 兵

器,11 兵事,12 雜。 

第十二門 外事 1 南支調查,2外交,3 通商及海外渡航,4 對岸,5 雜。 

第十三門 法務 1 民事,2 刑事,3 商事,4 恩赦,5 行刑,6 雜。 

五、文書處理用登記簿 

臺灣總督府文書課為辦理文書業務，曾製作多種目錄格式以利文書作業之進

行及查考。現存有發受件名簿、記錄件名錄、類別目錄、指令番號簿、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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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錄、15 年保存總目錄六種類 1698 卷。這些簿冊及目錄是為最雛型的檔案檢

索工具，也是最原始的檔案編排描述紀錄，有助於了解檔案的原始編排描述狀

況。其概略情況見表 2.6。 

表 2.6 各類文書處理用登記簿概況表 

目錄名稱 著錄期限 冊數 備註 

發受件名簿 1896-1943 1007 原始總收發文登記簿 

記錄件名簿 1895-1945 317 原始按文件分類登記簿 

類別目錄 1895-1945 247 原始按門分類登記簿 

指令番號簿 1897-1914 7 原始指令及文號對照簿 

永久保存總目錄 1895-1925 79 原始編纂永久總目錄 

十五年保存總目錄 1895-1945 41 原始編纂十五年總目錄 

 

 

第三節 臺灣總督府檔案數位化之後的編排與描述作法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前身為臺灣省文獻委員會），其典藏的日治時期檔案數

位化工作，始於民國 82 年的「日治時期檔案製作光碟計畫」，計畫內容是將檔案

文件燒錄成光碟的十五年期計畫，但實際執行期間僅有民國 83 年至 85 年，便因

為光碟影像在招標委商的過程中缺乏統一規範，以致系統不能相容，在 86 年多

方質疑而暫停。其後又於 86 年 11 月與中央研究院簽合作協議書，以 5 年為期，

重新開啟整理檔案的新計畫。計畫完成後，業已產生檢索目錄，唯目錄仍稍嫌簡

單，檢索功能不強，且未能將大尺寸的檔案文件（大多為檔案之附件，內容多為

圖、表）囊括其中。
13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以「典藏日據時期與光復初期史料檔案數位化計畫」參加

                                                 
13蕭富隆，「大尺寸文件數位化儲存與管理初探－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日治時期檔案為例」，

收入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編，二○○四年海峽兩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流會論文集（台

北市：編者，2004 年）：頁 1-14。蕭富隆，「臺灣省文獻委員會典藏日治時期檔案數位化」,書苑 42
（民 88 年 10 月） ：頁 20-37。蕭富隆，「日治時期檔案數位化的回顧與前瞻」，臺灣文獻54:1：頁

337-366。 

 15



我國國科會「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其中「臺灣總督府檔案數位化子計畫」

即為計畫之其中一部分。 

檔案數位化後，為提供檢索利用，如何建立一套有邏輯的、系統的、既尊重

來源原則又便利使用者的智能編排分類，如何訂定控制層級，於是成為一大課

題。而該部檔案不僅文書類型龐雜，分類方式迭有變動、機關部門嬗遞等，使這

項工作更形艱鉅。該館前數位典藏小組成員張家榮，在「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分

類層的清查與編訂」
14一文中提到了該館數位典藏小組在初步籌劃該部檔案的分

類與控制層級之決策過程，其中提到曾考慮五個方案來作為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

的智能分類，茲重新整理如表 2.7： 

表 2.7: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對於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檔案控制層級之選擇方案 

 副全宗 系列 副系列 宗
15

方案一 每一年度
16

門 類 

方案二 十二期
17

門 類 

方案三 同方案一，並以檔案之實體編排加以修正 

方案四 門（羅列所

有門別） 

類（羅列所

有類別） 

無 

方案五 

臺灣總督府

公文類纂 

門（性質類

似之門別加

以整併） 

類（性質類

似之門別加

以整併） 

無 

在該文中，提到後來採取的是方案三，即根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分類板

中分期範圍斷定副全宗下的每一系列的範圍，而對於對應某一期分類表，額外出

現無法對應的門類則予修訂臚列於其中。 

在數位化的規範上，目前該館在處理臺灣總督府檔案時，採用EAD (Encoded 

Archives Description)作為後設資料主要規格，並依該館需求小幅修改，目前其後

                                                 
14 張家榮，「『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分類層級的清查與編訂」，民 92 年，未刊稿。 
15 「宗」之控制層級，係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中許多成員機構所使用。在此表中，若以檔

案學名詞而言，即是「副副系列」。 
16 通常「系列」係以性質分類或事務職掌分類為之，以年代作為系列之區分，殊為罕見。本文

作者稱係參考日本東京都公文書館之作法。 
17 此處十二期年代之分期以王世慶在「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收入「臺灣文獻第十七

卷第四期」）一文中所提的分類變革年代為準。採用「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分類板」之分期方式，

詳見本文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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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資料需求規格書為 1.0 版，架構如表 2.8、表 2.9 及表 2.1018。 

 

表 2.8：臺灣總督府檔案著錄規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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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9：臺灣總督府檔案著錄規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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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
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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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縮片 編號  

                                                 
18 引自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日據與光復初期史料數位化計畫之臺灣總督府檔案數位化子計畫

後設資料需求規格書version1.0。 

 17



項目名稱 欄位值 
位置號  
樓別 【系統自動產生】 

典藏位置

架號 【系統自動產生】 

 

使用限制  
首頁號  掃描號 
最後頁號  
儲存媒體  
影像格式  
媒體份數  
媒體編號  

位置號  
樓別 【系統自動產生】 

典藏位置 

架號 【系統自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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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號  
樓別 【系統自動產生】 

原件 

架號 【系統自動產生】 
位置號  
樓別 【系統自動產生】 

典藏位置 

影本 

架號 【系統自動產生】 
保存狀況  
裱褙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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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0：臺灣總督府檔案著錄規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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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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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尺寸 
寬  

紙張材質  
筆法或印刷法  
視角或投影法  
比例尺 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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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欄位值 
 尺寸單位  

西邊座標  
東邊座標  
北邊座標  

繪製空間

南邊座標  
最高值  

空間資訊 

地表高度
最低值  

生產者  
西曆  

年號 【系統自動產生】 
年 【系統自動產生】 
月 【系統自動產生】 

生產資訊 
生產時間

中日
紀元 

日 【系統自動產生】 
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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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資訊 
出版時間

中日
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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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描號  

儲存媒體  
影像格式  
媒體份數  
媒體編號  

位置號  
樓別 【系統自動產生】 

典藏位
置 

架號 【系統自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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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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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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將上述文獻中對於臺灣總督府編排的陳述，基檔案學的控制層級觀點，茲整

理得臺灣總督府檔案控制層級如下： 

一、全宗：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 

二、副全宗：臺灣總督府轄下各級機關。 

三、系列：門。 

四、副系列：類。 

由於不同學者與檔案管理人員各自有不同的觀點與考量，以致於對臺灣總督

府檔案分類的觀察及控制層級的判定，均有相異之處，沒有一確定的定論。因而，

有必要回歸檔案學的觀點，整理出清晰合理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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