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第一節  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實體編排 

  由於日治時期檔案依據當時的文書處理方式，在經過特定的典藏時間後即

編綴成冊，外觀狀似書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前身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在整理臺灣

總督府檔案時，將檔案編冊號，依冊號順序擺放。俾便管理及利用。該館在民國

60 年代為因應微捲製作之需，首次為檔案編製流水號，以一冊一號方式作為排

架號以及每冊檔案之身份辨識，此編號又稱為舊冊號。復於民國 90 年左右因應

數位化之需，該館與中央研究院重新整理檔案，將許多頁數少的冊合併為厚冊，

或有些併入、重整處理，因而重新編定冊號，但此次整理因考量舊冊號已有許多

學者參考引用，原則上並未大幅更動冊號結構，此次編號又稱為新冊號，亦即為

目前所使用之冊號。各冊號對應內容如表 4.11： 

        表 4.1：臺灣總督府檔案冊號內容一覽表 

類別 冊號起訖 收錄年度 
臺灣總督府永久保存公文類纂 00001-04193 明治 28 年~昭和 9 年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 04194-04485 明治 31 年~明治 38 年 
臺灣總督府十五年保存公文類

纂 
04486-07401 明治 28 年~昭和 8 年 

收發件名簿 07402-08408 明治 29 年~昭和 18 年 
記錄件名簿 08409-08725 明治 28 年~昭和 20 年 
永久保存總目錄 08726-08804 明治 29 年~昭和 20 年 
十五年保存總目錄 08805-08845 明治 28 年~昭和 21 年 
類別目錄 08846-09092 明治 28 年~昭和 20 年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永久保存

總目錄 
09093-09094 明治 31 年~明治 38 年 

舊縣公文總目錄 09095 明治 28 年~明治 34 年 
臺北縣公文類纂 09096-09313 明治 28 年~明治 34 年 
臺中縣公文類纂 09314-09408 明治 29 年~明治 34 年 

                                                 
1中央研究院日治時期檔案整理小組編，臺灣總督府數位化檔案整理紀要(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2 年)，頁 11-12。另外,東山京子在「現存の台湾総督府の文書群からみ

る近代日本の公文書保存管理の特徵について」，收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第四屆臺灣總督府

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市：編者，民 95 年)亦另整理成表。本處所引中研院所製之表，在

後半端並未依冊號順序排列，閱讀上較為困難，但因考量該單位為新冊號編定者之身份，仍引

此表；如需依冊號順序排列之表，可參閱東山京子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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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 

臺南縣公文類纂 09409-09570 明治 28 年~明治 34 年 
新竹縣公文類纂 09571-09612 明治 29 年~明治 31 年 
臺東縣公文類纂 09613-09620 明治 30 年~明治 34 年 
鳳山縣公文類纂 09621-09642 明治 28 年~明治 31 年 
嘉義縣公文類纂 09643-09663 明治 30 年~明治 32 年 
元臺南縣書類總目錄 09664 明治 28 年~明治 34 年 
臺南縣公文類纂 09665-09877 明治 28 年~明治 31 年 
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文書 09878-09968 大正 3 年~大正 7 年 
指令番號簿 09969-09975 明治 30 年~大正 3 年 
臺灣施行法規 09976-10045 大正 3 年~昭和 7 年 
進退昇等昇給行政整理原議 10046-10342 大正 5 年~昭和 10 年 
臺灣總督府永久保存公文類纂 10343-10510 昭和 10 年~昭和 20 年 
臺灣總督府十五年保存公文類

纂 
10511-10528 昭和 9 年~昭和 21 年 

國庫補助永久保存 10529-10923 大正元年~昭和 18 年 
稅賦課徵收條例 10924 昭和 16 年度 
市街庄稅賦課徵條例 10925-10931 昭和 16 年度~昭和 18 年

度 
廳稅定期調查成績書 10932 昭和 17 年度~昭和 18 年

度 
土木局總目錄 10933 昭和 17 年~昭和 18 年 
土木局公文類纂 10934-10955 明治 32 年~明治 44 年 
糖務局永久保存總目錄 10956 明治 35 年~明治 42 年 
糖務局公文類纂 10957-10967 明治 35 年~明治 42 年 
官租地一筆限調查書 13140-13144 明治 41 年~明治 42 年 
土地申告書 12690-12694 明治 35 年~明治 36 年 
土地業主查定名簿 12764-12768  
民有大租名寄帳 13073-13076  
大租權補償金臺帳 13111、

13115、

13117、

13123、13124 

 

臺灣總督府五年保存文書 10968-11062 大正元年~昭和 21 年 
臺灣總督府一年保存文書 11063-11068 昭和 17 年~昭和 19 年 
表紙不全辨識困難簿冊 11069-11106  
元總督府法務部（課）參考書

類 
11107-11200 明治 30 年~昭和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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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 

預算關係書類 11201-11215 昭和 2 年~昭和 20 年 
定員豫算關係書類 11216 昭和 13 年~昭和 18 年 
國有官有財產臺帳、書類篇使

用許可書等 
11217-11521 大正 5 年~昭和 20 年 

土地申告書 11522-12693 明治 34 年 
業主查定簿 12694-12767 明治 34 年 
大租權補償金仕譯簿 12768-12774 明治 34 年 
民有大租名寄帳 12775-13076 明治 34 年 
大租權補償金臺帳 13077-13122 明治 34 年 
官租地一筆限調查書 13123-13143 明治 34 年 
豫約賣渡許可 13144 明治 34 年 
共計 13144 冊  

 

臺灣總督府檔案首次編序號約在民國 60 年代完成，後人編新冊號時也大致

沿用其結構，但觀諸上表，我們可以看出其中許多不合理之處，例如： 

1. 臺灣總督府永久保存公文類纂，明治 28 年至昭和 9 年部分，其冊號為

000001-04193；昭和 10 年至昭和 20 年部分，其冊號為 10343-10510，同

樣性質的檔案，其冊號並不連續，且其中間隔有近萬冊之多。 

2. 臺灣總督府十五年保存公文類纂，明治 28 年至昭和 8 年部分，其冊號為

04486-07401；昭和 9 年至 21 年部分，其冊號為 10511-10528。冊號亦不

連續。 

3. 臺灣總督府永久保存公文類纂（00001-04193 號）與十五年保存公文類纂

（04486-07401 號），中間插入另一單位之檔案－即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

公文類纂（04194-04485 號）。 

4.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並未全部放置一處，而依保存年限不同，冊號分為

數個不連續區塊。永久保存部分為 000001-04193、10343-10510 號；十

五 年 保 存 部 分 為 04486-07401 、 10511-10528 號 ； 五 年 保 存 部 分 為

10968-11062 號；一年保存部分為 11063-11068 號。 

5.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04194-04485 號）與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

永久保存總目錄（09093-09094 號），檔案與其目錄並未放置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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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臺南縣公文類纂之冊號分為兩大區塊 09409-09570、09665-09877 號，並

不連續。據訪談者意見得知，該兩大部分檔案其裝訂者不同，所以才分

為兩大區塊。但為了裝訂者不同之理由，而將同產生者之檔案分置，亦

不合理。 

諸如上述冊號編排不合理之情形，應為在從事檔案編號作業時清查不完

全所致，編號既定，造成變動之困難，而沿用至今，即便現在已經完成數位

化資料庫，其檢索架構依然據此，例如台南縣公文類纂也同樣分成 2 大區塊

2。考量以民國 60 年代，該館投入此一檔案整理工作之人力物力有限，且當

時臺灣並無檔案學觀念之引進，此一編號情況尚屬情有可原，但因編號工作

影響深遠，後人（其他檔案之整理管理人員）應引以為戒，首次進行檔案清

查工作宜確實。 

至於冊號是否應重新編排？就圖書資訊學理而言，圖書排架有即類求書

之功能，但觀諸現狀，此部檔案實體業以數位化，原件已不再提供閱覽，數

位化文件可以在電腦上閱覽，實體排架順序之意義已大減，且考量此一號碼

已有許多學者引用發表，更動恐造成困擾，故冊號不需再重新編排。 

關於冊號編排方面，以下為受訪者之意見： 

「民國 67 年由省府經費製作微捲，不清楚是不是之前就有做編號了，但吳

XX 所提的微捲製作清冊裡就有冊號了，很可能這些號碼就是吳先生所做的。每

一年每一卷這樣編，費了很大的苦心。很可能整件的業務就是他一個人在做。總

督府檔案這一大部檔案能保存至今，吳先生有很大的功勞，雖然外界對他評價不

一。」（受訪者 A） 

「最先我們這邊號碼的編排就是吳 xx 一個人以前來決定的，當年最先排的

就是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然後接下來居然就是排臨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類

纂，就是這樣排下來，本身並沒有什麼特別的條理存在。」（受訪者 A） 

「臺南縣為什麼分成兩個部分，原因牽涉到 1901 年底臺灣總督府把『縣』

廢掉，改制成 20 個『廳』，當時要各地方縣廳把收藏及未辦畢公文，整個送到臺

                                                 
2 明治 34 年台灣總督府廢縣，各縣之公文交予總督府，其中台南縣公文書，已有部分已裝訂完

成，未裝訂之部分後由總督府裝訂，因而裝訂及目錄樣式略有差異，推測也是後來整理者將其

編號分置兩大區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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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總督府由官房文書課處理，臺南縣這邊有些已經做成檔案建置了，有些還沒編

綴的，就由官房文書課來編，才會有分成兩個部分的情形。」（受訪者 A） 

「編冊號號應該是一套一套這樣編。臨時臺灣土地調查局不應該插在公文類

纂永久保存和十五年保存之間，很可能是為了方便，至於究竟為什麼這樣分，因

為吳先生人已經不在了，無從得知。」（受訪者 A） 

「現在我們是因為已經上軌道了，才會想到為什麼流水號會這樣編呢？可是

當初這批檔案還沒有那麼受重視。據我觀察，取流水號是按照它的保存年限，永

久保存的是在前面，十五年保存的在後面，一年保存、廢棄文書在更後面。所以

說為什麼前面兩千冊是精華，因為它是永久保存。可見當初接收時，可能也是照

檔案保存年限的順序來排。編這個流水號其實是基於管理方便。這種按照文書保

存期限的分法其實還不錯，永久保存的史料價值較高，關照的是比較大原則的問

題；十五年保存的是比較細節的」（受訪者 B） 

 

後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中研院合作掃瞄數位化計畫（光碟計畫）時，重新

整理合冊（約在民國 89 年間），重新編排冊號，又稱之為新冊號，即是目前查閱

資料時所使用的冊號。其中最主要的變動在於將原始編號 10343-13246 冊昭和十

年永久保存及十五年保存部分，此 2,906 冊均頁數少，與先前年代之各冊顯有不

同，因此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中研院將該 2,906 冊頁數少的各冊，合冊整併為 186

冊，合冊後的編號改為 10343-105283。此外，尚有一些併入、重複號重編之整理，

整理畢後，號碼共有 13,145 冊，但實際冊數有 13,147 冊，仍有 2 個重複編碼的

冊號(2547、3646)。 

此次整理所造成的冊號更動，一一列舉如下： 

1、如前段所述，舊冊號 10343-13246 冊昭和十年永久保存及十五年保存文書，

由原來的 2,906 冊整併為 186 冊，合冊後的編號為 10343-10528。 

2、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稅賦課徵收條例、市街庄稅賦課徵收條例，新冊號調整

為 10529-10931。 

                                                 
3 中央研究院日治時期檔案整理小組編，臺灣總督府數位化檔案整理紀要（台北市：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2 年）,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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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廳稅定期調查成績書、土木局總目錄、土木局公文類纂、糖務局永久保存總

目錄、糖務局公文類纂，新冊號為 10932-10967。 

4、臺灣總督府五年保存文書、一年保存文書，新冊號調整為 10968-11106。 

5、原 20000 冊以後的總督府法務部（課）參考書類、預算關係書類、定員豫算

關係書類、國有官有財產臺帳、書類篇使用許可書等，接續前冊號為 11107 

-11521。 

6、將以下之文書順序重新依下列順序編排：土地申告書、業主查定簿、大租權

補償金仕譯簿、民有大租名寄帳、大租權補償金臺帳、官租地一筆限調書，

新冊號為 11522-13144。 

冊號異動之新舊冊號對照情形，見表 4.2。 

表 4.2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總督府公文類纂重編冊號記錄表4

舊冊號 新冊號 

詳細冊號 冊數 小計 詳細冊號 冊數 小計 

1-10342 號 

重複 2547 

重複 3646 

10342 

1 

1 

 

 

10344 

同右(舊冊號) 

 

10343-13246 

13793 

重複 10706-1 

2904 

1 

1 

2906 10343-10528 

(併入:舊冊

號 13793 併

入新冊號

10373) 

186 186 

13247-13485(舊

冊號 13793 併

入新冊號

10373) 

10001-22000 

重複 

598 

 

 

2000 

20 

 10529-13145 

(併入:舊冊

號 13791 併

入新冊號

10689) 

2617 2617 

                                                 
4 表改編自「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總督府檔案合冊整理新舊冊號對照表」,民 89 年(未出版,公
開典藏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案閱覽室),查閱時間 95 年 5 月。 

 32



（續表 4.2） 

13252-2 13305-2 
13493-2 13599-2 
13762-3 13765-2 
21240-2 21262-2 
21624-2 21708-2 
21709-2 21714-2 
21714-3 21714-4 
21714-5 21714-6 
21738-2 21753-2 
21770-2 21838-2 

合計 15868 合計 13147 

 

自表 4.2 可看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在民國 89 年整理檔案時，將數本頁數

少的各冊合為一厚冊或把某冊整併入另一冊，這些動作究竟是恢復檔案原貌，又

或是整理者基於自身的判齗而將檔案原始順序加以變動，說法不一。例如在將頁

數少的小冊合冊部分，中研院版指為檔案原貌即為頁數少的小冊，但係日人在戰

時未及將該批檔案編綴成冊，因而後人在整理時乃依日方文書編綴方式將其合冊

以求取檔案形制的一致；而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說明則稱該部分檔案原應為整

卷檔案，卻被分裝為小冊，為恢復檔案原貌，方於整理時將其重新合冊。即便如

此，在此一整理後，仍有些許應為分冊卻遭合冊，或應為一冊卻遭分冊之情形。

另外，此次數位化掃瞄作業，將原本在日治時期已裝訂成冊的檔案一一拆卷，迄

今無法復原，影響深遠。以下為受訪者之意見： 

「當年一卷一卷的檔案，繩子都還在，我們可以依此看得出來總督府人員怎

麼處理，做成一卷一卷的檔案，但是他們（指中研院人員）拆掉以後，現在已經

看不出痕跡了。」（受訪者 A） 

 

「當年把檔案的卷冊拆開沒有立刻裝回是一個決策上的錯誤，到現在難以完

全復原，當時的理由是可以掃瞄得較清楚，連蓋印的地方都看得見，對提供學術

利用有很大價值。這是此舉唯一的優點。但是破壞本身是不可能復原。」（受訪

者 A） 

 

「臺灣根本沒有人有經驗過日本檔案是如何製作的，結果隨意就做合冊，隨

意把線拆掉，這是不應該的。」（受訪者 A） 

 

「有些錯置的文件，究竟是原始檔案裝訂時就如此，還是掃瞄時錯置，因為

已經拆卷，很難查證。其實還是有微捲可以比對，因為微捲是還沒拆卷時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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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檔案如果要拆，品管一定要嚴格，拆了一定要馬上裝回去，除了裱褙人員，

也要有裝訂人員。」（受訪者 B） 

 

「雖然檔案拆卷未與文物保存的概念相符，但拆卷是『魚與熊掌不可兼得』

不得已的選擇，數位化在當時是既定政策，且有部分檔案已在影印複製本時拆

卷，因數位化工作投入大量人力物力，數位化成果之品質殊為重要，為顧及數位

影像能夠提供最佳研究利用效果，不得已將檔案拆卷。在拆卷時已考量後續處理

方式，例如一一將各頁編頁碼，拆卷後單冊以無酸紙包覆和綿繩十字形綑綁，規

定數位化掃瞄時同一卷必須由同一人處理等等。」（受訪者 E） 

 

「我們將檔案分冊以無酸紙包覆和綿繩十字形綑綁的方式，在歷經九二一地

震的天然災害下，依舊保持檔案順序及完整，經得起考驗。至於未於掃瞄結束後

即時回復裝訂之問題，因當時實際作業上有困難，且相關經費、技術、材料、人

才方面未成熟，勉予裝訂可能造成檔案另一次破壞。檔案文物之處理不宜貿然行

事，正如古蹟之修復須審慎考量其材料、技術等因素，回復裝訂亦必須有計畫地

進行，且需待相關條件一一備足。」（受訪者 E） 

 

以檔案學學理而言，逕將檔案數冊合併為一冊，以及檔案拆卷的動作，無疑

與檔案處理原則之「尊重檔案原始順序原則」5相違背。因為經由檔案原始順序，

可反映出其原有產生與使用的情況。當檔案仍是現行文書時，其所具備之順序，

是當時承辦業務人員為因應其業務需求所產生，由此順序，可反映出當時業務的

狀況。因為這項特質是確保檔案保持完整性的要素，如果強迫使用人為的編排方

式，將破壞檔案所具有的歷史證據價值。 

 

但觀諸臺灣與日本在同類型檔案數位化過程中，拆卷情形所在多有，也大多

回復困難。甚至在臺灣亦有其他類型檔案在數位化過程中，造成檔案編排順序大

亂的案例。這是早期對於檔案學理、文物保存觀念不足所造成之遺憾，並非單一

個案。 

 

另外，總冊數仍然是個問題，這裡的臺灣總督府檔案共為 13,144 冊，其冊

數與其他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發布的數字並不相符。臺灣總督府檔案是為關閉

                                                 
5 請見本文第一章第 5 頁。 

 34



全宗（Closed File）6，意即該機構已不復存在，公文不會再增加，其總數理應不

會變動（當然，遺失或報廢等不在此限）。然而，我們卻在不同時期的資料中，

看到檔案總卷數數量敘述不一致的狀況，究為何因？我們在以下加以討論。首先

列舉出該部檔案卷數不一的情形整理如下表 4.3： 

 

表 4.3 臺灣總督府檔案冊數數量不一致情形一覽 

總卷數 資料出處 

14,044 卷 王世慶，「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文獻

 17:4(民國 55 年 12 月)7  

15,845 卷

(15,602+783) 

(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特藏日據時期檔案簡介」,臺

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民國 88 年 6 月,頁 2。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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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8 年 10 月）8。 

(三)陳文添,「檔案之修復與利用問題－以省文獻會日

治時期檔案為例」,博物館紙質文物保存修復人才培育

研習會,民 89 年 11 月,頁 239。 

13,144 卷 中央研究院日治時期檔案整理小組編,「臺灣總督府數

位化檔案整理紀要」,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

處,民國 91 年 12 月，頁 10。 

13,146 卷

(15,602+783) 

「日治時期檔案簡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中華

民國 92 年 12 月,頁 7。 

由以上敘述，可分為幾個時期斷代來說明，第一期為民國 50 年代，以

王世慶所載之資料為據；第二期為民國 80 年代，第三期為民國 90 年代。這

三個時期卷數表示不一致之狀況，茲就文獻所載及訪談資料探究其因，關於

                                                 
6 依A Glossary for Archivists, Manuscript Curators, and Records Managers對“Closed Files”一詞的

第一個解釋是「某一檔案單元所包含的文件，其活動已經完結，不可能再產生額外的文件」。 
7 依該篇頁 157、167、168 所載，臺灣總督府檔案分為三大部分,即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計 12358
冊、臺灣總督府特殊檔案計 699 冊、臺灣總督府舊縣公文類纂計 217 冊，將其加總則總數為 13274
冊(卷)。但依該篇第 172 頁至 192 頁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數目錄」所載之各部分加總之總

數為 14044 冊。後者較者數目為多，推測可能是前者捨棄部分特殊冊未予計入，而且後者對於

各冊之細目資料較為詳盡，故以後者之數目為據。 
8 http://public1.ntl.gov.tw/publish/suyan/42/text_02.htm, 2005 年 2 月檢索。 
9 在此文中，特別指出臺灣總督府檔案中有 104 腐損卷冊並不計入 15845 總冊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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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數之異動部分，有下列情況： 

一、民國 55 年王世慶所載之冊數，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人員表示，該

數字出自總督府檔案移交省文獻會時之目錄清冊，並未實際進行檔

案清點。以下為受訪者之意見： 

「王世慶當年也沒有一件一件下去查，就依據手邊現有的資料

來寫，15,845 冊的數字應該是依照總督府移交給省政府人員的清

冊，總督府檔案後來破損的、腐壞的也很多，而且那個清冊本身也

不一定很確實。」（受訪者 A） 

二、民國 80 年代，由省文獻會對外發布的總卷數均為 15845 冊，此數

據除經實際清查外，另有其他狀況或但書係王世慶時期所未經歷

的，包括： 

（一）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局係由省政府地政處及桃園土

地改良訓練所送交省文獻會保管（1,610 冊）;臺灣總督府法務

部(課)、會計課參考書類係於民國 81 年 5 月由臺灣省政府移

交給省文獻會(415 冊)10。 

（二） 臺灣總督府 15 年保存公文類纂有 309 卷、臺灣總督府永久

保存公文類纂有 2,595 卷係散頁形態。 

（三） 腐損卷冊 104 卷不列入總數。 

三、至於在民國 91 年中研院所發表的資料顯示總冊數為 13,144 卷，與

先前的數字 15,845 卷相去甚遠，原因係在於民國 86 年至 90 年間，

省文獻會與中研院合作整理臺灣總督府檔案及數位化，在合作期間

經過合冊、合類、或重排類別，而在合冊的過程，造成總卷數之變

動。 

四、據「台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第三卷之解說所述，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有部分檔案流失於會外，該會曾以各種管道取得原件或影本11。以

                                                 
10陳文添，「檔案之修復與利用問題－以省文獻會日治時期檔案為例」，博物館紙質文物保存修復

人才培育研習會論文集（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等主辦，民 89 年），頁 23。 
11許雪姬，「謝嘉梁先生訪問紀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日治時期檔案整理小組編，臺灣總督府數位

化檔案整理紀要（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民 91）：頁 68-69。在文中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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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受訪者之意見： 

「有兩本是流露出去的，確實流露的經過並不清楚，應該是省

文獻會時代流露出去的，當年也曾經引起軒然大波，後來好不容易

都收回來了，一本是劉ｘｘ在舊書攤買到的，一本是龍ｘｘ買到

的。」（受訪者 A） 

五、至於民國 91 年中研院整理合冊之後計算的冊數為 13,144 卷，至民

國 92 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公布的數字 13,146 卷，其中 2 卷之差，

係先前與中研院合作在合冊時，有 2 冊誤與其他冊合冊，經發現後

分開，重計總冊數為 13,146 冊。12以下為受訪者之意見： 

「13,144 為什麼會變成 13,146，有一卷是官房文書課長手邊

的，後來才發現；另外有一卷是上、下卷本來應該合在一起的，沒

有合在一起，所以才變成 13,146。」（受訪者 A） 

原本關閉全宗的數量是不會變動的，其答案亦通常只有一個。總督府檔案之

所以在不同時期所發布的數量不一致，原因歸結如下： 

一、早期文書並未經過詳細清查計算； 

二、臺灣總督府係以編綴好的冊數為單位，但其中部分是未綴文

書，冊數認定較為困難； 

三、腐損難辨之文書是否納入總冊數計算？後來文獻館的作法是

不納入總冊數計算； 

四、文件之流失補得及陸續徵集部分； 

五、經過管理單位之整理，加以合冊、合類、重排類別等更動，造

成冊數之異動。 

由此可知，「數量」這個小問題，在檔案整理的複雜情況下，也會成為難以

定論的問題。 

                                                                                                                                            
及 2 冊檔案流失復得之經過。 

12 受訪者之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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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總督府檔案所包含之檔案群 

當面臨臺灣總督府檔案這個全宗時，全部文書簿冊擺在眼前，如何去說

明其中包含哪些主要內容？因此，檔案管理者會予以分類，分辨出該檔案全

宗其中包含哪些性質相同、產生單位相同的資料，作為這部檔案的副全宗。 

在過去檔案學尚未在臺灣普遍應用時，控制層級的概念未被使用，但我

們可以從文獻中看出，前人如何為臺灣總督府檔案進行分類。臺灣總督府檔

案依其內容或性質究竟可以分為哪些大類（副全宗），不同機構或研究者的

看法不盡相同，甚至同一機構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看法，茲將各種對該部

檔案所包含之檔案群的認定整理如下： 

（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將檔案分成 7 個檔案群13 

1.臺灣總督府保存文書類。 

2.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 

3.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文書。 

4.土木局公文類纂及糖務局公文類纂。 

5.臺灣施行法規類。 

6.文書處理用登記簿。 

7.舊縣公文類纂。 

（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數位典藏將檔案分成 10 個檔案群 

1.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2.糖務局書類。 

3.土木局書類。 

4.高等林野調查會書類。 

                                                 
13 該單位在民國 88 年編印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特藏日據時期檔案簡介」及民國 92 年出版之

「日治時期檔案簡介」均大致作如是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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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務部相關書類。 

6.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 

7.舊縣公文類纂。 

8.土地相關書類。 

9.財稅相關書類。 

10.其他。 

（三）王世慶將檔案分成三大檔案群14： 

1.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2.臺灣總督府特殊檔案 

其下包括： 

(1)土木局公文類纂。 

(2)糖務局公文類纂。 

(3)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公文類纂。 

(4)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 

(5)進退原議公文類纂。 

3.臺灣總督府舊縣公文類纂 

各縣其下復依檔案實有門類分類： 

(1)臺北縣公文類纂。 

(2)臺中縣公文類纂。 

(3)臺南縣公文類纂。 

(4)新竹縣公文類纂。 

                                                 
14 王世慶，「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文獻 17:4(民國 55 年 12 月),頁 15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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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嘉義縣公文類纂。 

(6)鳳山縣公文類纂。 

(7)臺東縣公文類纂。 

（四）陳文添之將檔案分成 21 個檔案群15 

1.臺灣總督府永久保存公文類纂（已裝訂）。 

2.臺灣總督府 15 年保存公文類纂（已裝訂）。 

3.臺灣總督府永久保存公文類纂（未裝訂）：散頁形態。 

4.臺灣總督府 15 年保存公文類纂（未裝訂）：散頁形態。 

5.臺灣總督府文書處理用各類登記簿 

內含收發件名簿、記錄件名簿、永久保存總目錄、十五年保存總目

錄、類別目錄。 

6.舊縣公文類纂 

內含舊縣公文類纂總目錄 1 卷及臺北縣、臺中縣、臺南縣、新竹縣、

臺東縣、鳳山縣、嘉義縣公文類纂。 

7.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 

8.土地調查用各項簿冊 

此部分檔案係由省政府地政處及桃園土地改良訓練所送交省文獻

會保管，共計 1610 冊。內含官租地一筆限調查書、土地申告書、土地

業主查定名冊、民有大租名寄帳、大租權補償金臺帳、豫約賣渡許可。 

9.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文書。 

10.進退原議。 

11.土木局公文類纂。 

                                                 
15 陳文添，「檔案之修復與利用問題－以省文獻會日治時期檔案為例」，博物館紙質文物保存修

復人才培育研習會（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等主辦，民 89 年），頁 23。另楊正寬，「臺

灣總督府檔案現狀及將來構想」，臺灣文獻 52:3 (民國 90 年 9 月)，頁 466，亦出現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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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糖務局公文類纂。 

13.臺灣總督府 5 年保存文書。 

14.臺灣總督府 1 年保存文書。 

15.難以辨識的檔案卷冊。 

16.腐損卷冊(計 104 冊,未計入總冊數內) 。 

17.臺灣總督府法務部(課)、會計課參考書類 

此部分檔案係於民國 81 年 5 月由臺灣省政府移交給省文獻會,共計

415 冊。 

18.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 

19.指令番號簿。 

20.臺灣施行法規。 

21.稅賦關係書類。 

 

（五）楊正寛之將檔案分成三大檔案群 

楊正寛在「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管理與應用」16一文中，將臺灣

總督府檔案分為： 

1.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2.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 

3.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文書。 

此種分法，係將一般所稱之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三個檔案全宗，都化身為副全宗，並易名之，歸諸於

名為「臺灣總督府檔案」全宗之下。這是較為罕見的分類方式。這樣處理的

                                                 
16 楊正寛,「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管理與應用」, 興大人文學報 33(2003 年 6 月),頁 92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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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該三大檔案均原收藏於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之書庫中17。或可謂是

依來源原則作為分類處理。但實質上，此三部檔案均屬不同機構所產生，並

非全由臺灣總督府產生，全部歸入臺灣總督府檔案之中並不適當。 

 

（六）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將檔案分成 6 個檔案群18 

1.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2.各縣公文類纂。 

3.各局公文類纂。 

4.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關係文書。 

5.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公文類纂。 

6.其他臺灣總督府關係文書。 

（七）加藤聖文將檔案分成 14 個檔案群19 

1.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永久保存文書、十五年保存文書、五年保存文書、一年保存文書。 

2.進退關係文書 

高等官進退原議、判任官進退原議、高等官陞等昇級原議、判任官昇

級原議、行政整理關係文書。 

3.國庫補助關係文書 

國庫補助永久保存。 

4.稅賦關係文書 

                                                 
17楊正寛,「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管理與應用」, 興大人文學報 33(2003 年 6 月),頁 923。 
18 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編纂委員會，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 第 17 卷(日
本國東京都：ゆまり書房，2004 年)，第 7,。 
19 加藤聖文，「台湾総督府文書の目録記述論」收錄在台湾総督府文書の史料学的研究－近代公

文書學研究序說(日本國東京都：ゆまり書房，2003 年)，第 562 頁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藏臺

灣總督府文書構成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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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街庄稅課徵收條例、州廳稅定期調查成績表、稅課徵收條例。 

5.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文書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永久保存總目

錄、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永久保存進退總目錄、宮有地一筆限調查書、土

地申告書、土地業主查定名簿、民有大祖名寄帳、大祖權補償金臺帳、預

約賣渡許可。 

6.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文書 

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不服申立關係。 

7.土木局文書 

土木局公文類纂、土木局永久保存目錄。 

8.糖務局文書 

糖務局公文類纂、糖務局永久保存總目錄。 

9.文書處理用登記簿類 

十五年保存總目錄、永久保存總目錄、類別目錄、指令番號簿、收發

件名簿、記錄件名簿。 

10.法規類 

臺灣施行法規。 

11.舊縣引繼文書 

臺北縣公文類纂、臺中縣公文類纂、新竹縣公文類纂、臺東縣公文類

纂、鳳山縣公文類纂、嘉義縣公文類纂、臺南縣公文類纂、臺新竹臺中嘉

義鳳山臺東舊總目錄、臺南縣書類總目錄。 

12.其他 

破損難辨之文書。 

13.臺灣省政府移管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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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文書、預算關係書類、官有財產臺帳類、雜書類、舊臨時臺灣土

地調查局文書 

14.專賣局文書 

專賣局公文類纂。 

由上可知，檔案分類的複雜處之一是，它並不像圖書一樣有固定的章節或冊

次，公文書是一批由業務過程之中產生的文書，這些文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和脈

絡來加以歸類，這種分類通常是智能上分類，不同人自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分類，

甚或同一人在不同時間的分類也會相異20。 

在訪談中，我們得到關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對於檔案群分類的線索以及在數

位典藏計畫中所作檔案分類的想法如下所述： 

「檔案本身相當雜，根本很難以區分，例如稅務類、土地相關書類（等檔案

群），光看名字根本不曉得內容。因為當時接收可能也有其他各單位，根本原來

不屬於總督府公文類纂的部分也整個混進來，有時候發現怎麼有一本不相干的東

西，很可能應該是其他部局的參考資料，後來混進來後就難以區分。件數不多」

（受訪者 A） 

「像舊縣公文書、臨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高等林野，這些在日本統治臺灣的

時代，就已經納入臺灣總督府文書群裡面了；後來戰後從省府接收過來的，我們

就主動把它納入了。是日治時期的就整個給它納入了，這樣做也應該沒錯，看得

出來應該是屬於官房文書課的，由內容判斷也都是臺灣總督府內的人員簽名蓋

章，和總督府的關係是非常深的」（受訪者 A） 

「像摺頁上所作的檔案分類，只是當作介紹而已；而數位典藏的分法，是實

際上有運用的需要的，我們要把所有的東西都分到適當的類別裡。其實大部分都

是依照檔案原有的分類，只有原檔案沒分類的，我們才會另外作分類。」（受訪

者 D） 

「其實分類只是要讓使用者找得到東西，我們所有的檔案文件都有歸入適當

的分類，只有極少數是放到『其他』。讀者是用相關關鍵字去查資料的，分類只

是提供參考的一部分資料而已。」（受訪者 D） 

                                                 
20 例如陳文添，或楊正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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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節中，相關分類依據有：依機關別（例：土木局文書）、依文件類型（例：

文書處理登記簿類、腐損難辨之文書）、依文件內容（例：進退關係文書、國庫

補助關係文書、稅賦關係文書、臺灣施行法規）、依保存年限（例：將臺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分為永久保存文書、15 年保存文書、5 年保存文書、1 年保存文書）。

至於實體分類部分，在總督府檔案中，則大致有依機關別及日治時期的文書處理

規則所作的分類表，此一部分容後再敘。在當代檔案學學理上，不贊成將檔案加

以分類，而主張以控制層級和原始順序作為編排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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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灣總督府檔案之控制層級 

檔案學理上之控制層級，分為全宗、副全宗、系列、副系列、案卷、件

等層級。其中全宗、副全宗係依機關單位（產生者）作分野，而系列、副系

列則是依業務性質為分野。 

觀諸臺灣總督府檔案全宗，依檔案典藏單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之分類為

基準，其副全宗為：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

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文書、土木局公文類纂及糖務局公文類纂、臺灣施行法

規類、文書處理用登記簿、舊縣公文類纂，並非以臺灣總督府的組織架構進

行分類－係依來源或文件性質，並不符合檔案學理上對「副全宗」之定義。 

一、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即臺灣總督府保存書類） 

此一系列而言，其量所佔全宗之比例最大，與其他系列相較份

量比例懸殊，茲以為應該獨立作為一檔案全宗。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副全宗，其下為文書處理之分類，即系列為「門」，副系列為「類」。

但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在進行後設資料著錄規劃時，將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此一副全宗，考量文書處理規程歷經多次變動，變動幅度大

小不一，因而以每一年度為系列，副系列為「門」，宗21（副副系列）

為「類」，關於數位化整理描述之部分，容後再敘。 

二、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 

其下系列為「課」（單位名），副系列為「類」，副副系列為「目」。 

三、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文書 

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文書係日治時期政府在完成山林原野調

查，認定官有、民有之區分及使用權，民眾如不服調查結果，依規

定先向地方林野調查委員會提出訴願，不服其裁定後，再向總督府

                                                 
21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用此一「宗」之層級，係隨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中許多機構所使用，

就檔案學名詞而言，為「副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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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提出再訴願。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公文書，

即是當時人民向地方林野調查委員會提出訴願，再向總督府內此一

特別委員會提出再訴願及該委員會裁決的記錄。 

臺灣文獻館典藏之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關係文書，依各地方廳

分類裝訂成卷，計 91 冊。 

四、土木局公文類纂22及糖務局公文類纂 

土木局公文類纂及糖務局公文類纂，在送交文書課保存之時，

應已非完整的檔案，因而，就現存檔案觀之，在檔案不完整及數量

不多的情況下，談及其副副全宗是沒有意義的，或可稱之並不具備

無副副全宗此一層級。土木局文類纂：含目錄一卷共 23 卷，多數資

料已散佚。糖務局公文類纂：含目錄一卷共 12 卷。 

五、臺灣施行法規類 

所謂臺灣施行法規類，其實即為剪報，係由文書課將臺灣總督

府府報（官報）上刊登之臺灣施行法規剪下貼在剪貼簿上，因而其

並無副副全宗，僅有日期之排序。其實，就其性質而言，剪報並不

能視為檔案。 

「臺灣施行法規類絕對不可能是臺灣總督府文書，很顯然是報

紙的剪貼，並不是整個都交給我們，後來還有一部分是省府法規會

交給我們的，很可能是當年官房審議室作為本身的參考資料來剪

報，留下來，但是後來輾轉就把它當成臺灣總督府的檔案來處理，

其實這一部分應該不屬於原來的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也不屬於臺

灣總督府文書，這些只是剪報」（受訪者 A） 

六、文書處理用登記簿 

依臺灣文獻館的分類，又將文書處理用登記簿分成六個部分：

發受件名簿（原始總收發文登記簿）、記錄件名簿（原始按文件分類

登記簿）、類別目錄（原始按門分類登記簿）、指令番號簿（原始指

令及文號對照簿）、永久保存總目錄（原始編纂永久總目錄）、15 年

                                                 
22 王世慶,「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文獻 17:4(1966 年 12 月)：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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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總目錄（原始編纂 15 年總目錄）23。 

其實，這些文書登記簿應隨同文書而成為檔案之一部分，另集

結為一個副全宗未必適當。 

七、舊縣公文類纂： 

以各縣為系列（如臺北縣、臺中縣……等），其下副系列為「門」，

副副系列為「類」。 

表 4.4：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劃定之臺灣總督府檔案控制層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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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類 － － － － 門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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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 － － －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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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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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日治時期檔案簡介（南投市：編者，2003 年），頁 25。 
24 此表係參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摺頁介紹及網路介紹資料，分析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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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在執行數位典藏計畫時，規劃後設資料及檢索系統

時，將臺灣總督府之控制層級劃定如下： 

表 4.5：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執行數位典藏計畫劃定之臺灣總督府檔案控制層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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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此表係筆者自該館數位典藏分類表分析製成。 
26 依照臺灣總督府分類板之年度區隔，詳見本文第 12 頁。 
27 土地相關書類依文件類型分為以下系列：土地申告書、業主查定簿、民有大租名寄帳、大租

權補償金仕繹簿、大租權補償金台帳、官租地一筆限調書、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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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臺灣總督府檔案附件之控制層級28

附件 

第一層級 圖 表 文 

第二層級 大類 － － 

第三層級 小類 － － 

第四層級 目 － － 

 

  該館數位典藏計畫的控制層級規劃，在副全宗即分為十類，與該館先前所分

之七類有很大的差異。另在總督府公文類纂部分，於檔案本身具有的門類之上外

加了「年度」之副系列，其原因是文書處理規程中門類的變動，致使各年度區間

的檔案分類方式不盡相同，為便查詢檢索及整理，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於是創造了

此一副系列。另外，在數位典藏計畫中，將舊縣公文類纂（副全宗）中，臺南縣

公文類纂又分為（一）（二）兩部分。而且數位典藏計畫的用字與先前該館簡介

之用字亦不相同，例如「法務部相關書類」和「臺灣施行法規類」之不同用詞。 

在控制層級的學理上，大多分層至案卷或件，在此部檔案中，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在件之下又增了一個「附件」層級，且其下又以智能分類，創造四個分類層

級。依觀察，對該館而言，此一附件層級除作為件之下之層級外，更將之視為文

件之外可資獨立研究之物件。我們可以從底下之附件分類層級一覽表中可看出，

附件被視為一個大整體，其下分為圖、表、文三類，圖之下再分為自然地理、人

文地理、產業地理、建築、土木、機具物品等類，然後再細分其他小類和小目。 

  以下列出臺灣總督府檔案在數位典藏計畫中之詳細分類表，如表 4.7： 

 
 
 
 
 
 
 
 

                                                 
28 此表係筆者自該館數位典藏分類表分析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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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臺灣總督府檔案控制層級及分類全覽29

副全宗名 系列名 副系列名 宗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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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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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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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臺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 

02 明治二十八

年至明治三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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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洪一梅等執行編輯，檔案數位化工作指南(上篇)（台北市：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內容分

項計畫發行，2005 年 12 月），294-308。 
30 此所謂宗名，並非檔案學理上之名詞，正式名稱應為副副系列，此「宗名」名詞，受訪者表

示依沿用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其他館的規格書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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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土地及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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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敷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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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膺造變造類｜16 雜

類｜17 匪徒及強竊盜類｜18 破獄逃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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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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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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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敘位敘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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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明治三十一

年至明治三十

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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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海外旅行類｜11 內地旅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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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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家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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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撫墾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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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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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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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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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漁獵採藻及鹽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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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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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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明治三十八

年至明治四十

一年 

02 文書門 01 統計報告類｜02 文書及圖書類｜03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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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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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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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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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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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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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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獸疫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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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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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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04 外事門 01 外交類｜02 通商及海外渡航類｜03 

對岸類｜0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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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年期貸下及開墾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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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明治四十二

年至大正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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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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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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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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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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12 戶口調查門 01 戶口調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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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師藥劑師

及產婆類｜10 阿片類｜11 兵器類｜12 

雜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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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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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06 大正八年至

大正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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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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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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18 關稅

類｜19 州稅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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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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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08 拓殖類｜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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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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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及統計

門 

01 統計報告類｜02 文書及圖書類｜03 

雜類 

07 大正十年至

大正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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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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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外事門 01 外交類｜02 通商及海外渡航類｜03 

對岸類｜0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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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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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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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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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18 關稅

類｜19 地方稅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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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計調度類｜10 人事類｜11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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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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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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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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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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04 外事門 01 外交類｜02 通商及海外渡航類｜03 

對岸類｜0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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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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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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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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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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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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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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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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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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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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04 外事門 01 外交類｜02 通商及海外渡航類｜03 

對岸類｜0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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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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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大正十四年

至昭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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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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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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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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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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11 訴願門 01 租稅及手數料類｜02 雜類 

  

12 米穀門 01 總務類｜02 米政類｜03 業務類｜0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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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04 外事門 01 外交類｜02 通商及海外渡航類｜03 

對岸類｜04 雜類｜05 南支調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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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10 昭和十五年

至昭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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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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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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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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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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10 會計門 01 會計調度類｜02 官有財產類｜03 營

繕類｜04 雜類 

11 訴願門 01 租稅及手數料類｜02 雜類 

  

12 米穀門 01 總務類｜02 米政類｜03 業務類｜0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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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11 昭和十七年

至昭和十八年 

05 外事門 01 外交類｜02 通商及海外渡航類｜03 

對岸類｜04 雜類｜05 南支調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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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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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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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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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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11 會計門 01 會計調度類｜02 官有財產類｜03 營

繕類｜04 雜類 

12 訴願門 01 租稅及手數料類｜02 雜類 

  

13 米穀門 01 總務類｜02 米穀類｜03 食糧類｜0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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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04 地方監察門 01 地方行政類｜02 地方經濟類｜03 監

察類｜04 雜類 

12 昭和十九年

至昭和二十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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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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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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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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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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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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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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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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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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總務部 01 罹災救助基金及罹災救恤費、予算、決

算、收支計算并憑証書類｜02 慈善事業

ニ関スル各財團ノ予算、決算、收支計算

并憑証書類｜03 臺灣神社費予算、決算、

收支計算并憑証書類｜04 圖書保管轉換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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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學校予

算ニ関スル書類｜07 公共埤圳每年度歲

出入予算、決算ニ関スル書類 

 02 財務部（主

計） 

01 豫算ニ関スル訓令、決定并往復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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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仕拂計算書并附屬書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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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弁償等

ニ関スル書類 

 

14 特殊取扱文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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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祿予算并支出整理及報告ニ関スル書類

｜17 國費運用貸金予算并支出整理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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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有財產及工事契約ニ関スル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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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團體ノ

費用徵收及寄附金品募集ニ関スル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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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財務部（稅

務） 

25 歲入予算ニ関スル書類｜26 歲入綴

收額計算書｜27 歲入現計表｜28 收入

一覽表 29 收入計算表｜30 徵收報告書

｜31 徵收報告關係書類｜32 地租及官

租徵收實況報告表｜33 繰入金報告書｜

34 繰越額計算表｜35 決算關係書類｜

36 記帳伺｜37 租稅及官租滯納處分表

｜38 各省間往復書類｜39 內地稅其他

ノ現計ニ関スル報告書｜40 官租訂誤謬

訂正稟議書｜41 貿易統計ニ関スル書類

｜42 貿易ニ関スル報告及調查書類｜43

関稅犯則ニ関スル書類｜44 地方稅所屬

不動產及船舶報告書｜45 地方稅徵收報

告表｜46 地方稅滯納處分表｜47 地方

稅徵收憑證書類｜48 地方稅推問書及答

辯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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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稅特別賦課ニ関スル書類｜

58 地方稅收入納期別內訳表｜59 學租

收入報告書｜60 學租支出報告書｜61 

學租收入憑證書｜62 學租支出憑證書｜

63 學租異動報告表｜64 學租荒地免租

報告書｜65 學租開墾免租報告書｜66 

學租土地查定結果報告書｜67 家稅ニ增

加シタル水道費及人員表｜68 改定銀円

相場差增減表｜69 水道費徵收實蹟表｜

70 不納欠損處分ニ関スル書類｜71 地

方稅收入未濟繰越認可ニ関スル書類｜

72 地方稅所屬土地申告書寫｜73 學租

事務年報｜74 學租土地申告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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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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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土木部 01 直轄事業ノ起工及請負并物件ノ賣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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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局經費予算令達并增減ニ関スル書類

｜03 電話電信工事ニ関スル書類 

15 進退昇等昇

給行政原議31

  

01 收發件名簿  

02 記錄件名簿  

03 永久保存總

目錄 

 

04 十五年保存

總目錄 

 

05 類別目錄  

06 指令番號簿  

16 文書整理用

簿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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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早年的進退昇等昇給行政原議是在秘書課相關人事檔案之中，但大正年間方改為獨立裝訂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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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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臺灣土地 

調查局公文 

類纂 

04 調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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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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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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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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其他 

 03 進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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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07 教育門 02 學校及教員生徒類｜06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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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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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08 財務門 10 官有財產類 

07 舊縣公文類

纂 

02 台中縣公文

類纂 

10 殖產門 02 商工業類｜10 雜類 

 71



（續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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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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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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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台南縣公文

類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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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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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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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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內務門臨時

部 

01 豫算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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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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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嘉義縣公文

類纂 03 警察門 01 高等警察類｜05 人事類｜07 公眾衛

生類｜12 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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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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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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相關 

書類 

02 業主查定簿 

08 臺南廳 01 楠梓仙溪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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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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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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桃仔園廳 01 桃澗堡｜02 海山堡｜03 竹北二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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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民有大租名

寄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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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官租地一筆 01 基隆廳 01 基隆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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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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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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8：臺灣總督府檔案附件之分類層級表32

第一層

級 

第二層級 第三層級 第四層級 

普通地形圖 廳縣以上地形圖｜廳縣地形圖｜普通區域地形圖｜其他

土壤 土壤分布圖｜土壤構造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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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山脈 山脈分布圖｜山脈圖｜丘陵分布圖｜丘陵圖｜其他 

圖 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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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3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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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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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氣候 溫度｜雨量｜風向｜颱風｜氣壓｜溼度｜其他 

  

其他  

行政區界 廳縣以上地形圖｜廳縣地形圖｜支廳郡街庄圖｜其他 

都市計畫 市區計畫｜市區改正｜其他 

市街道路 街道平面｜其他 

機關位置

(含配置) 

軍事｜學校｜警察｜監獄｜機關宿舍｜其他 

地籍管理 地圖謄本｜其他 

人文地理 

其他  

農業 原野開墾設計｜開墾成功實測｜原野賣渡｜原野面 

積｜造林園藝｜甘蔗｜蕃薯｜菸草｜其他 

畜牧 種類分佈圖｜其他 

林木 樟樹｜其他 

水產 魚池設計｜魚網｜禁止漁業區域｜其他 

礦業 石炭｜鹽業｜金礦｜石油｜銅｜鐵｜硫｜燐礦｜其 

他 

工業 種類分佈圖｜其他 

交通 運輸｜通信｜鐵道｜其他 

商業 國內貿易｜國際貿易｜其他 

產業地理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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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公共設施 醫院｜車站｜公園｜市場｜戲院｜博物館｜其他 

民間會社 辦事處｜營業所｜共濟組合｜其他 

一般住宅 民房｜宿舍｜其他 

學校單位 高等教育｜職業學校｜公小學校｜國語傳習所｜幼稚

園｜其他 

建築 

廠房倉庫 樟腦｜菸業｜糖業｜鹽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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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8）

社寺 神社｜寺廟｜教堂｜其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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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上下水道 自來水開發｜下水道｜自來水管｜其他 

大地工程 海埔地開發｜山坡地開發｜隧道開挖｜田地改良｜其他

交通工程 機場工程｜港灣工程｜公路工程｜鐵路工程｜管線工

程｜其他 

環境工程 廢棄物處理｜疾病預防｜其他 

特殊工程 大型橋樑｜軍事工程｜標示工程｜其他 

測量 測量點｜其他 

 

土木 

其他  

初級機具 農漁具｜其他 

加工機具 生產加工｜填充｜包裝｜其他 

測量機具 三角尺｜水平儀｜其他 

載運機具 輸送架｜三輪車｜漁船｜其他 

營建機具 板模｜挖土器｜其他 

衣著服飾 設計圖｜成品圖｜其他 

餐飲用品 設計圖｜成品圖｜其他 

其他物品 設計圖｜成品圖｜其他 

 機具物品 

其他  

表    

文    

 
綜合上述，可以引伸出幾個問題： 
一、控制層級究竟應就檔案本身去分級，或者可以創造之？ 
二、同一全宗底下之某一層級，同時有單位別及性質別之分類，該以副全宗

或副系列統稱之？ 
三、當檔案之分類時有變動時，如何為其分類？創造一個年度層級是否為適

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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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問題，回歸檔案學理觀之，控制層級應就檔案本身所具備之條理進行層

級區分，不宜以人為判定額外創造或附加。而全宗的下一層級，同時具備有單位

別和性質別的問題，其實在臺灣總督府檔案中原本不會發生，但因管理單位在進

行副全宗判定時，未依檔案學理以檔案產生者為副全宗之判定，才會發生在副全

宗層級同時有單位別與性質別位於同一層級之情形。可以採行的改正作法有：1.

未來在網站介紹與文宣手冊印製時，宜以檔案學理重新規劃副全宗分類；2.數位

化資料庫(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整合查詢系統)由於方建置完成，更動成本

大，可以在未來計畫予以更動。 

同一部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在文字版簡介和數位典藏計畫中

之控制層級與副全宗之分類具有頗多差異。文字版簡介所陳述的檔案分類及副全

宗劃定方式，已沿用多年（除了文字略有更易外，分類方式是大致不變的）；數

位典藏計畫所做的，是為檢索查詢之用，其分類方式採用諸多人為創造的分類。

未來可依檔案學理重新分類、劃分控制層級，然而此一變動甚大，短時間內不易

達成，但目前至少可先在分類與用詞方面予以統一，以免造成使用者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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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灣總督府檔案之檢索工具 

  檔案有其紋理脈絡，或外顯或潛藏，這些紋理脈絡，由檔案整理人員的觀

點逐一轉換為檔案目錄上的檢索款目。外顯的脈絡即檔案在現行文書時依當時的

文書處理規範所形成：包括文書建立時所訂立的立案年月日、文書分類、保存年

限等；以及半現行文書時由文書人員所裝訂、製作的簡單文書目錄等。易言之，

外顯的脈絡即為檔案原始的組織，在現行文書和半現行文書時所完成。至於潛藏

的脈絡，即在外顯目錄之外，後人觀察檔案中所具備之系統性脈絡，建立為檢索

款目，製成目錄，以俾更有效之利用。 

  檢索工具（finding aids），易言之，可謂目錄。以下將敘述臺灣總督府檔案

目前可見的目錄，並探討其檢索點及著錄規範。 

一、臺灣總督府檔案檢索工具概覽 

  目前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目錄有下列數種： 

（一）圖書目錄 

1.「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現藏台灣總督府檔案總目錄」 
該目錄是將每冊檔案的目錄頁所集結而成的目錄清冊。該目錄頁的

撰寫是日治時期處理文書業務的人員在整理文書編綴成冊時所撰，後來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中研院將各檔案冊的目錄頁重新影印後，另外集結

為目錄冊。此目錄雖經裝訂，但並未正式出版，全套計 176 冊。33

2.「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 
係由日本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編纂委員

會編輯，自民國 82 年出版第一卷迄民國 95 年，出版臺灣總督府檔案中

明治 28 年至 42 年部分之目錄共 20 卷，仍繼續出版中。34

（二）線上目錄 

                                                 
3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合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現藏臺灣總督府檔案總

目錄（未正式出版，民 77 年）。 
34 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編纂委員會編集，台湾総督府文書目録 第一卷

（日本東京都:ゆまり書房，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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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查詢系統」 
此系統是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與中研院共同合作，是「光碟計畫（民

國 86 年至 91 年）」的成品，也是臺灣總督府檔案的首次數位化。 
此系統內僅有檔案正文及 A4 以下附件，並無其他 A4 以上尺寸之附

件影像，亦無第 1-2,000 冊檔案影像。 
另外，為數位化系統的建置，為便於掃瞄作業，將原本在日治時期已

經裝訂成冊的檔案予以拆卷，此次拆卷工作，許多人員視為一大誤舉，迄

今仍無法復原，亦出現部分錯置情形。 

2.「典藏數位化查詢－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整合查詢」 
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參加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所製成之成品，包含該

館典藏之三部檔案－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檔案之整合檢索。也有人稱之為三合一查詢系統。此系統在臺灣總

督府檔案，僅著錄有大圖附件之公文檔的後設資料。影像部分亦僅只有大

圖附件。 
 
以下將分別就上述各種目錄之檢索點與著錄規範加以說明探討。 

二、檢索工具之檢索點 

首先說明原檔案所具備的各項檢索點，及其所代表的意義。 

（一）原檔案目錄所具備的各項檢索點 (以明治前期為例) 

1.甲種、乙種 

臺灣總督府檔案目錄在明治 28 至 36 年間之檔案有分為甲、乙兩

種，其依據是「民政部記錄規則訓令第一百六十八號（明治 33 年 10
月 19 日發布）」:「第十八條 文書按案件輕重分成左列二種：甲種 詔

敕、法律、律令、敕令、府令、告諭、訓令、內訓、達、告示、及將來

可作為例規之文書。乙種 法令之適用、職員之任免、各項報告及稟議

等文書。」其甲種、乙種的用法已在該訓令中敍明。 

上揭訓令是在明治 33 年頒布，而檔案在明治 28 年起即分為甲、乙

種，因而可推測明治 28-33 年的檔案是在訓令頒布之後才編綴而成。 

2.保存年限 

臺灣總督府的文書保存法規當中規定文書的保存期限分為永久、15
年、5 年、1 年四種 。 

3.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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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明治 28 年 8 月 5 日「文書處理暫行規程 」第四項 發出文書應

冠文號如下列：民內第某號 民外第某號 民殖第某號 民財第某號 

民學第某號 民遞第某號 民司第某號。往返文書當中事屬極為簡者，

無須另編文號。於此情形，應寫紅色「號外」二字。 

4.簿冊數及題號 

明治 28 年 8 月 5 日「文書處理暫行規程 」第五項，已決行之文書

彙集成冊時，為避免雜亂，其簿冊數及題號，各部應事先加以設定。35

（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現藏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目錄」 

其目錄製作用紙有一定的格式，在該卷的起首處必須載明「年度」、「保

存年限」、「門」、「類」、「卷號」，而目錄中的欄位則有「索引」（流水號）、「府

番號」（文號）、「件名」、「摘要」。 

  因文書整理編綴的年代不同，有時其記錄紙和記錄方式亦有差異，有時

必須填寫目錄編綴者的姓名，目錄中亦須記錄結案日。 

  但隨著檔案的性質，如果整卷檔案係為人事檔案或會計檔案，亦會因其

特殊性而有不同記錄欄位。以第 2315 冊人事檔案判任官進退原議為例，其

目錄欄位即為「進行番號」、「書類番號」、「官職」、「氏名」、「事項」等。 

其目錄樣式請參見圖 4.1、圖 4.2。 

                                                 
35 徐國章，「解讀明治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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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 12 月):頁 58-105。 

 82



圖 4.1：臺灣總督府檔案原目錄圖例（一） 

圖 4.2：臺灣總督府檔案原目錄圖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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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之檢索點 

關於中京大學所編製的台灣總督府文書目錄，其目錄順序係以檔案

之原始順序（文書號）加以排列，並於書首置目次頁。至於目錄中與檔

案有關之檢索點，依其第一卷凡例中所示，茲加以整理於後。 

凡例中以 00103（五一－94－A－51－1－2－0－2）『自開府至軍組

織中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一 0』為例。參見表 4.9。 

表 4.9：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檢索點概覽 
檢索點 涵意 使用標記 
冊號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使用之簿冊

流水號。 
00103 

實際排序之流水號 「臺灣總督府檔案」文書總簿冊

號。 
括弧內五一36

年代 年代號，係所屬年度之西元年之

末二碼。 
括弧內 94 

副全宗（副系列）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典藏「臺灣

總督府檔案」之子檔案群，以下

列英文代號表示：A、臺灣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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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臺灣總督府關係文

書。 

括弧內 A 

年度別簿冊號 年度別簿冊號，至多三碼。 括弧內 51 
保存年限 保存年限代號，表示如下：1、

永久保存；2、十五年；3、五年；

4、一年。 

括弧內 1 

種類（甲種、乙種） 種別分類代號：1、甲種；2、乙

種；3、甲乙種混置或難以判別。 
括弧內 2 

追加或非追加文書 1、追加文書；0、其他（非追加

文書） 
括弧內 0 

                                                 
36 此例中可能數字有誤，因為此時期永久保存書類僅有一冊在省文獻會時期未予編碼，因此文

獻館使用之簿冊號與實際之流水號應該只差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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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9）

門別 門別分類以 2 位數之數字註記。

不同時期的門名變動，以當年度

門名為準。 

括弧內  2 

卷冊名  直接著錄 
門名  直接著錄 

 

 

（四）「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查詢系統」之檢索點 

        此系統之檢索點有下列 14 種： 

1. 冊號。 

2. 文號。 

3. 門號。 

4. 門別。 

5. 類號。 

6. 類別。 

7. 目號。 

8. 目別。 

9. 文件名稱。 

10. 日期(期間)。 

11. 保存。 

12. 府(書類)番號。 

13. 頁次。 

14. 備註。 

    上述之檢索點，除了件名和日期較為常用外，其他較難被使

用者作為獨立查詢。另外，如果用門別、目別作為查詢點，其效

果約略可比擬階層式檢索，因為可檢索得同一門或目的資料。 

  此套系統均依檔案文件上已有的資料作為檢索點，編目人員

毋須作任何分析，所以目錄製作上較為便捷。缺點是未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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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資料的查全率37，造成有些相關資料確實存在系統中，卻

因檢索工具或檢索技巧的問題，沒被檢索出來。例如以件名為主

要檢索點，沒有關鍵字功能，如果不知道精確的件名，就很難查

得某些資訊。舉例來說，依日本當時用詞，「本島」指臺灣、「清

國」指中國、「佛國」指法國、、、如不知道這些詞語，無法在

件名欄位輸入精確詞語，將錯失資料。 

  另外，由於總督府檔案是日文文件，但件名的輸入在日文漢

字部分卻是以中文的輸入法，由於字碼的不同，使用日文鍵入該

字則無法查得（例如「台灣」和「台湾」），此舉雖有利於中文使

用者進行資料檢索，但日文使用者卻無法使用。在圖書館界，其

編目主張一書若以某國文字書寫，則以該國文字編目，用意應在

於會使用該語言資料者，必然懂得該語言。然而由於日文與中文

在文字上有某種程度的相通，即使本國人不懂日文，仍可大致閱

讀，因而以中文編目卻有其便利性。此一問題在未來的系統上應

較不容易發生，因為 UNICODE 多國語言支援技術的開發。另外，

此系統有打字錯誤的問題，也造成使用者的困擾。以下係受訪者

之意見： 

 

「網路查詢我還是用公文類纂查詢系統比較多，因為我對大

圖沒有興趣（指整合查詢系統）」（受訪者 A） 

 

「現在可以查關鍵字是非常便利，有些字是用日文字母，用

關鍵字查不到；關鍵字有錯誤時也查不到」（受訪者 A） 

 

「片假名的視覺輸入功能，輸入進去後，卻發現查不出來，

打完整全稱找不到，只打一個字時，反而查得出來；有可能是系

統有問題，也可能是作目錄時打錯字，讀者輸入正確的，反而 show

不出來」（受訪者 B） 

 

「鍵資料的不懂日文，有些資料打錯了，更會讓一些原本有

的資料顯現不出來。這個問題的確有需要重新修正，做為長期計

畫之一，在網路開放以及研究台灣史的學生越來越多的情況下，

                                                 
37查全率(recall rate)係指資料庫中所有相關資料和被檢索出之相關資料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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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用多了，這個問題就會暴露出來，如果不改進的話，就會引

來攻撃質疑」（受訪者 B） 

 

  系統樣貌參見圖 4.3。 

圖 4.3：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查詢系統 

 

 

（五）「典藏數位化查詢－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查詢」之檢索點 

  此一系統又簡稱為三合一查詢系統，其為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總

督府專賣局檔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之整合查詢，或可勾選其中

一個檔案進行查詢。綜觀之，整個系統檢索點包含全宗名、副全宗名、

系列名、副系列名、宗名、冊名、件名、附件名、內容描述、關鍵詞、

時間期間等 11 個項目，其查詢可以多個欄位整合查詢或不限欄位查詢。 

這套系統是在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下於 91-95 年建置的（目錄

資料陸續建置中），因為上述三種檔案均屬於該計畫之一部分，因而建

置在同一系統下。建置在同一系統作整理查詢，由於各檔案性質不盡相

同，此一「聯合目錄」非量身定製，無法完全符合各種檔案的需求。再

者，由於系統設計的原因，也發現同一檔案，以相同關鍵字，在勾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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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檔案和全選三個檔案，查出的資料筆數有所不同。 

 

 

       圖 4.4：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日據與光復初期檔案查詢系統 
 

透過此一系統進行查詢，例如以「要塞」為關鍵詞查詢，查得資料

共 257 筆，查詢結果節錄如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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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查詢結果例示（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查詢

系統 
 

復以第一筆資料進入，查得本件「公文」之正文詳細目錄如圖 4.6： 

 
 
 
 
 
 
 
 
 
 
 
 
 
 
 
 
 
圖 4.6：查詢結果例示（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查詢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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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第一個附件，查閱「附件」的詳細目錄，結果如圖 4.7。 

 

4.7：查詢結果例示（三）－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查詢

藉此，我們可看出，經著錄的欄位並不會全部呈現在讀者面前，僅

呈現

 

，才會翻紙本，我開始用的時候，那時中京

大學

 

檔案學理中強調，檔案描述不用編目到件的層級，只需描述到系列

的控

圖

系統 
 

部分資料性的資訊。受訪者 B 對各種目錄的使用心得如下： 

「以前只有紙本的時候

那一套只作到明治三十幾年，那時候才出到三本而已，只要中京大

學有出的，我就看中京大學的，比較詳細，原來檔案目錄影印出來的那

一套，因為日治時期整理目錄時不是作得很詳細，有些件名看不出檔案

內容是什麼東西，有些就寫『同上』；中京大學作的目錄就會加上東西，

例如『田健治郎』外四人任用之件，它就會把那四個人的名字列出來，

但是原來的件名就沒有這些東西。數位化以後，現在幾乎都用電腦查，

我都是用公文類纂那一套系統查，但是這一套目錄也是只按照件名去建

立的，同樣的缺失也存在；因為我很少會用到大圖，數位典藏做的那一

套系統就沒有在用。」（受訪者 B） 

制層級。然而在這類檔案，甚至是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中的各

個檔案數位化計畫，均將檔案描述至件的層級，甚至是附件。究竟應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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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至何種層級，以及其詳細程度為何？就讀者而言，可能是鉅細靡遺，

萬一查得筆數太多，又能透過篩選功能篩得所需者最好。現行圖書館界

流行之知識管理概念，認為任一小片資訊（一段聲音，一句話，一段文

字，一張圖）都可能是重要資訊，但對資訊整理而言，必須編目到極細，

無疑是沈重負擔。如果資料要編目完成後才能提供利用，則詳細編目又

會拖延資料的開放利用時程。三位受訪者之意見如下： 

「一開始的時候，全部弄，但是算起來根本沒有辦法在五年內完成

這些

「應該是大部分的欄位都有著錄，有些固定資料的欄位只要複製就

可以

「數位化欄位有些有限定字數，例如有的件，內容有一兩百個人，

打起

另外，在此一系統中，我們還可發現編目人員的努力無法在檢索介

面中

「因為和中研院合作的那一套，就已經有檔案本文了，當時的技術

無法

三、人名權威控制 

在檔案描述資訊中，權威控制（authority control）提供了一致性的詞彙選擇，

大圖，結果就把有些欄位簡略掉了。其實如果能夠用到 14 個欄位，

很簡要的，件名啦這些東西，電腦就能夠查的出來了。考慮到進度作不

作得出來啊。能查就好了，不需要弄到太齊全，根本有些東西是無意義

的」（受訪者 C） 

了。但是有些像紙質、地圖座標等等，這些都需要專業判定，連專

家都很難判斷了，這些就沒有著錄了。」（受訪者 D） 

來就有五百個字了，如果要刪掉、取捨就很可惜。」（受訪者 B） 

呈現，編目、分類的欄位設計得鉅細靡遺，但檢索介面卻設計得極

為簡單。另外，由於階層式檢索功能，除件層級外，其餘各控制層級均

無後設資料著錄，讀者無從得知某一層級所囊括的檔案內容為何。另

外，此一系統係以檔案大圖為主，對於不研究大圖的使用者，就沒有查

詢此系統的必要。 

處理大圖，所以我們館在做數位典藏的時候，在總督府的部分，就

是要補足前系統的不足，所以著眼在大圖部分。」（受訪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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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在建置「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整合查詢系統時」，也

同時

實際檢索時，發現資料建置極為用心，人物之別名、專長、經歷（含任期）、

關係

其二，此系統宜易名為「日治時期人物資料庫」，因為僅其具備人物檢索之

功能

再者，待此一資料庫內容較為豐富成熟後，應與「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

整合

                                                

統的控制來彌補人為及時空變遷所可能造成的差異。在資訊檢索系統中，無

論是布林邏輯、切截、全文或其它線上檢索功能都難以取代權威控制系統所提供

的連結與指引功能。38在權威控制上，一般而言，名稱權威標目有個人、團體、

地名、主題等等。 

建置了「日治時期檔案人名權威資料檢索」資料庫，其檢索欄位包括：姓、

名、異名、生卒年起迄、籍貫（原名、今名）、學歷、經歷、作品等。39

人均引自相關典籍，資料詳細。但此一系統仍有兩個主要的問題：其一，系

統內建置筆數過少，許多日治時期重要人物（例如後籐新平等）尚無法在系統內

查得資料。 

，並不具人名權威功能。以人名權威檔而言，如前所述，其功能在為系統檢

索提供一致性的詞彙選擇，意即該人名權威檔應可在「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

整合查詢系統」發揮功能，當在該系統內以人名進行檢索時，以「兒玉源太郎」

或「百合讓（別名）」都能因參照關係權威檔的建立，可以查得同樣的相關檔案

資料。但觀諸此一資料庫，並非「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整合查詢系統」之權

威檔，而是另一獨立運作之資料庫。「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整合查詢系統」

本身亦無人名檢索點，如在「關鍵字」欄位以人名進行檢索，並無法得到正確之

檢索結果。因而，兩資料庫各自獨立運作，而「日治時期檔案人名權威資料檢索」

資料庫，可易名為「日治時期人物資料庫」，方能符實。 

查詢系統」再行整合，使其真正能作為該系統之人名權威檔。 

 
38 劉春銀，陳亞寧，「書目資料庫之權威控制系統規劃」，計算中心通訊11 卷 6 期(民 84 年 3 月),
頁 1。 
39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日治時期人名權威資料檢索資料庫

http://db1.sinica.edu.tw/%7Etextdb/test/people/twquery.php（2007 年 4 月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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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檢索工具之著錄規範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在著錄檔案時，亦必須有明定的著錄規範，使

著錄人員有所適從，得以處理檔案目錄建置上所出現的各種問題，以求得目

錄的標準化與一致性。以下探討各個臺灣總督府檔案目錄整理時所訂定之著

錄規範。 
（一）原檔案目錄 

檔案在自單件文書，編綴成冊時，由文書整理人員依當時的文書處

理規則記錄特定欄位，製作目錄。 
（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現藏台灣總督府檔案總目錄」 

   本目錄係照原檔案目錄影印輯冊，並無另行整理之著錄規範。 
（三） 「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 

其著錄規範落諸於該書每冊之凡例中，在原書佔有 11 頁之篇幅（請

參見附錄五），茲將原著錄規範大略整理於下。 
1. 規範各種著錄標記。 
 

凡例中以 00103（五一－94－A－51－1－2－0－2）『自開府至軍組

織中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一 0』為例。其標記規範見表 4.10。 
 

表 4.10：「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之標記規範 
標記 涵意 
00103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使用之簿冊流水號。 
括弧內五一 「臺灣總督府檔案」文書總簿冊號。 
括弧內 94 年代號，係所屬年度之西元年之末二

碼。 
括弧內 A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典藏「臺灣總督府

檔案」之子檔案群，以下列英文代號表

示：A、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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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臺

灣總督府關係文書。 
括弧內 51 年度別簿冊號，至多三碼。 
括弧內 1 保存年限代號，表示如下：1、永久保

存；2、十五年；3、五年；4、一年。 
括弧內 2 種別分類代號：1、甲種；2、乙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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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0）

甲乙種混置或難以判別。 
括弧內 0 1、追加文書；0、其他（非追加文書） 
括弧內  2 門別分類以 2 位數之數字註記。不同時

期的門名變動，以當年度門名為準。 
卷冊名 優先以封面題簽著錄，其次為目錄標

題、版心或自封面推敲，年度及卷號之

十位數以上者，數字去「十」，統一標

記為「明治三一年」不用「明治三十一

年」 
門別及門名 優先以封面題簽著錄，次由檔案內容及

原檔案目錄對照訂正。題簽和原檔案目

錄之各門名稱、號碼不一致者，予以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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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括號予以

說明。法令名稱或專有名詞則不做改

變，但如需解說者，於文句中附加括號

說明。 
傍線附記 以日文片假名記錄歐美人士姓名或團

體時，於該等文字旁劃線40。 
參照及附加說明 以〔〕標記，於符號中說明。 
有目無文之移管檔案，

以①表示原紅印②表示

原紅筆之註記 

以①表示原紅印②表示原紅筆之註記 

 
 
2. 有文字而不記錄：原目錄本文中，如編纂者未署名，或「番名」、「件

名」、「結了年月日」無特殊需要記載者，予以省略。 
3. 檔案或目錄中之文字脫落、筆誤、疑義、標記不足或資料破損致文

字記載不全情形之處理：(1)檔案文件號碼或原議號碼：以檔案內

容為準，文件號碼原則上依原檔案目錄為原則，但如果原目錄上的

號碼與卷冊上的編碼不同，或原目錄所載文件號碼順序與文書裝訂

順不同之情形，則依檔案內容予以補充或訂正。(2)件名：原檔案

目錄記載之件名，如由文字脫落、筆誤、疑義、標記不足等現象時，

以實際檔案內容為依據，修正其件名。其中如包含法令名稱，參考

「官報」、「府報」41補足正式名稱，官署名或職稱則參考派令和「職

                                                 
40 即中文標點符號所用之私名號。 
41 係指臺灣總督府編印之官報、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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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錄」補足其正式名稱。(3)檔案破損，在()內註明「原檔案全毀，

件名無法記錄」，或者「以下破損」等。 
4. 原檔案標題或目錄中遭省略之記錄42：原檔案之標題或目錄，常有

類似「外何名」、「外何廳」、「等」等之略語，以檔案原文記載為準，

並參照「官報」、「府報」、「職員錄」等資料，可確認者予以記載，

無法確認者則以「等」字著錄，人名部分之略語情形亦採此方法，

在可確認範圍內予以記載。如該段完全無法確認，則以「未記載」

著錄。 
5. 裝訂之未綴：臺灣總督府檔案應在裝訂時製作目錄，但遇原檔案目

錄有記錄，實際上卻未裝訂之文件，註明「未綴」。 
6. 參照：在檔案裝訂時，數個案應分屬不同類別，卻未被分類，裝訂

於同一冊內，於是被分開裝訂的檔案件未能與相關檔案裝訂一起；

又或與某件有直接關連性，卻在裝訂時以不同類別處理，在〔〕符

號內說明參照情形。 
7. 附加說明：不明、裝訂錯誤或補充說明，也同樣在〔〕符號內說明。 
8. 刑事登記檔案因顧及隱私權保護，不著錄人名。 
 
 

（四）「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查詢系統」 
臺灣省總督府公文類纂目錄內容的欄位有：機關號、冊號、門號、門別、

類號、類別、目號、目別、文號、府番號、文件名稱、年、月、西元、

頁次、保存、地圖、備註等。 
1. 每一號製成一筆目錄。若同一文號包括多件檔案，如為 1-1、1-2

或 1-甲、1-8 乙者，均視為同一筆資料。 
2. 若同一冊檔案出現兩份以上之目錄者，第一份文件目錄為 a01、

a02 ，第二份文件為 b01、b02，以下類推。 
3. 檔案之文件若有接續前冊內容者，其目錄編號亦續之，如 5868 冊

文件號從 1 至 16，5869 冊從 17 至 21。 
4. 檔案之附件在文件欄上註明原件冊號及附件之標題。 
5. 檔案目錄中有內容從缺者，註明「有目無文」。 
6. 辨認困難的文字，暫以「＃」表示。 
7. 因檔案破損而未掃瞄者，註明「文件破損尚未掃瞄」。 
8. 高等林野調查有些文書的目錄以高林番號排序，與實際文書次序不

符，為配合原目錄，會出現一冊文書中的文號未依流水號排序。 
9. 凡編者於目錄中補充的資訊均以【 】表示43。 

                                                 
42 該書凡例中將該情形歸類為「省略表記」。 
43 中央研究院日治時期檔案整理小組編，臺灣總督府數位化檔案整理紀要（臺北市：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民 91），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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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典藏數位化查詢－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查詢」 

這一套目錄，與前者有兩個最大的不同，其一是其增加了對附件

的描述，其二是其除了對檔案目錄及內容進行描述外，也加上對於數

位化影像檔及行政管理資訊上的描述。部分欄位是將先前已建置完成

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查詢系統」的資料直接匯入，並予以審視後，

視情況予以修改。而「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查詢系統」所無的資料則

需重新鍵入。其著錄規範，於 92 年第二次修正後使用至今，惟稍嫌複

雜而致著錄人員難以完全遵行。著錄規範詳見表 4.11。 

 

表 4.11：「典藏數位化查詢－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查詢」之著錄規範 

元素中文名稱 

Element Subelement 

著錄規範 

1 類型  預設為「檔案」 

2 典藏地  預設為「中華民國臺灣省南投縣」 

3 典藏機關  預設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4 機關代碼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預設為「th」 

5 全宗名  總督府檔案預設為「臺灣總督府」 

 

6 全宗號  總督府檔案預設為「000」 

 

7 副全宗名  產生該批檔案的機構附屬單位，若同一附屬單位有不同時期的分類，則視

為不同之副全宗，參見副全宗代碼表 

8 冊名  依該冊之原封面題名。但未有提名者另議。 

總督府公文類纂部分，除依原冊名作填寫依據外，排列順序為： 

年度名稱＋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保存名稱＋追加＋卷數 

例如： 

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甲種官房永久保存追加第三卷 

遇有年度名稱多值時並列，但如不同年度名稱為同一年，如明治四十五年

與大正元年並列時，則只錄明治四十五年。 

卷號部分百、十均不著錄。遇有兩個以上年份時，並錄；若兩者為同一年

份，取目錄頁之年份。 

9.10 冊號 舊冊號 舊冊號為原臺灣省文獻會訂定之典藏號，未併冊前之舊冊號。冊號為五碼

的流水碼，不足五碼時前面位數須以 0 補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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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1）

 新冊號 併舊冊後，產生之新冊號。冊號為五碼的流水碼，不足五碼時前面位數須

以 0 補齊。匯入「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查詢系統」之「冊

號」欄位。 

11 保存年限  依檔案保存年限。匯入「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查詢系統」

之「保存」欄位。 

12 件名 件名 匯入「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查詢系統」，並依原檔案編訂

之目錄內件名，重新審定。 

1. 原目錄中，在件名末端有人名、地名、機關名、法令號或件數、人數

者，於末端將該人名、地名、機關名、法令號或件數、人數填寫於括

號中。但原始目錄未將該人名等至於文件末端者，勿將該人名等至於

文件末端括弧中。  

如：臺中州管內官有林野拂下     陳得  令。即登錄為臺中州管內

官有林野拂下（陳德令） 

又如：嘉義廳屬  鎌田貞司  兼任屬  外十二名，即登錄為嘉義廳屬

鎌田貞司兼任屬（外十二名）。 

2. 遇原件名為同上，或仝上等者，仍需完整著錄前件相同部份名稱。

如前件為：土地整理組合規程新竹廳ヘ認可ノ件  指令第  號 

後件為：基隆廳同上ノ件  指令第  號 

則兩件分別登錄為：土地整理組合規程新竹廳ヘ認可ノ件（指令第一

三九七號）及土地整理組合規程基隆廳ヘ認可ノ件（指令第一四○三

號） 

3. 同上例，於目錄中若有標示人名、地名、機關名、法令號或件數、人

數等，卻不明者，需察明後著錄。 

4. 原目錄登錄為十ノ一，九ノ五……等有副件之件，如除人名、地名、

機關名、法令號或件數不同外，餘者皆相同，相同部份不重複，僅以

後面括弧中註記不同之人名、地名、機關名、法令號或件數，並以「；」

作區隔。 

如： 

第十件為：官有地豫約賣拂處分報告 趙阿呆 

第十ノ一件為：官有地豫約賣拂處分報告 盧文珍之同件 

改為： 

第十件：官有地豫約賣拂處分報告（趙阿呆；盧文珍） 

如原件名與副件名即有顯著差異，則並錄。如遇件名字數超出欄位所

設字數者，另行討論。 

5. 如中研院系統中訂有之副件，但原目錄中無顯著標明為副件者，如前

一件為第六十七件，後一件開始無件號，但中研院系統定為 67-1，

67-2……者，如除人名、地名、機關名、法令號或件數不同外，餘者

皆相同者，同前做法。如原件名與副件名即有顯著差異，則另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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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修改掃描光碟碼。 

6. 人名、機關以{#人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 

7. 地名以{!地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 

6.自行添加文字須加[ ]，以示區別 

匯入「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查詢系統」之「文件名稱」欄

位。 

13 件號  依原目錄所定，件號為三碼，不足三碼時前面位數須以 0 補齊。 

但原目錄或中研院系統中，皆原登錄 010-1，001-5……等有副件之件，一

律取消。例如：001-1，001-2，一律改為 001（整倂為一件處理）。 

但如中研院登錄為 067-1、067-2，其後並無 068、069、070……等號接續之

狀況，則同上述件名方式處理，必要時修改掃描號。 

原目錄中有重複編號狀況，在中研院系統中登錄 a01，a02，b05……等，

則維持原登錄狀況不變。如中研院系統重牌件碼者，亦維持中研院系統編

碼方式。（或一律改回阿拉伯數字重牌件號）。 

如遇原目錄雖已有不同件之區別，但實體公文中無法區別，如總督府地方

門中之官報部分，仍依原始目錄區分件號。唯掃描號與頁號不予區分。

以上皆須備註於讀者備註事項。 

匯入「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查詢系統」之「件號」欄位。

14 典藏號  依「全宗號」＋「新冊號」＋「件號」而成，由系統自動產生，格式為

「000-XXXXX-AXX」 

，X 為 0-9 之數字，A 為 0-9 之阿拉伯數字及 A-Z 之英文字母。 

15 起始頁碼  依原件上的頁碼編訂。格式為「XXXX」。如遇原件編碼有誤，另行討論。

16 最終頁碼  依原件上的頁碼編訂。格式為「XXXX」。如遇原件編碼有誤，另行討論。

17 系列名  見臺灣總督府檔案層級分類表，匯入「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

錄查詢系統」 

18 副系列名  見臺灣總督府檔案層級分類表，匯入「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

錄查詢系統」 

19 宗名  見臺灣總督府檔案層級分類表，匯入「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

錄查詢系統」 

20 內容描述  內容摘要字數以二百個字為限，不同的事件間以「；」區隔，法令號亦於

此欄位描述。人名、機關以{#人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地名以{!地名!}

形式著錄，以作識別。 

21 關鍵詞  主題著錄以二十五個字為限，多值時以「；」區隔。人名、機關以{#人名

#}形式著錄，以作識別。地名以{!地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但單純之

人名、地名、機關名，不列入關鍵詞，如「臺灣文化協會」不可列入關鍵

詞，但「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可列入關鍵詞。 

22 立案者  字數以十五字為限，由臺灣總督府下一層單位開始著錄。如「財務局金融

 98



課」、「臺灣臨時土地調查局圖根課」、「臺南州立農事試驗場病理昆蟲部」

等。 

一件只著錄該副全宗單位的擬案單位，如該件為該副全宗單位的收文或接

收文書，則著錄源發文單位或原交接單位下的擬案單位。 

人名、機關以{#人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 

地名以{!地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

23 公文字號  字數以十個字為限，內含國字及數字，數字部分亦以國字標示。公文字號

以府番號為主。需參照各原始目錄（如總目錄、指令番號簿等）與原件登

錄。匯入「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查詢系統」之「府（書類）

番號」欄位。 

起 檔案本件內容的起始時間，即該檔案（含各原議）最早擬案時間。時間採

日本紀元與中式紀元著錄與顯示，聯結中西日曆轉換，以年月日分別註

記，如：明治 28 年（1895 年）2 月 3 日，於資料庫儲存時，其格式為西

元紀元格式「yyyymmdd」。若為單一時間，迄欄須重複著錄起欄時間。如

月或日遇缺，須以 00 補齊。匯入「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

查詢系統」之「日期」欄位。 

24.25 時間 

迄 檔案本件內容的起始時間，即該檔案（含各原議）最早擬案時間。時間採

日本紀元與中式紀元著錄與顯示，聯結中西日曆轉換，以年月日分別註

記，如：明治 28 年（1895 年）2 月 3 日，於資料庫儲存時，其格式為西

元紀元格式「yyyymmdd」。若為單一時間，迄欄須重複著錄起欄時間。如

月或日遇缺，須以 00 補齊。匯入「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

查詢系統」之「日期」欄位。 

人名 人名資訊著錄以三百個字為限，多值時以「；」區隔，並與人名權威檔系

統合作。人名、機關以{#人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

機關團體 機關資訊著錄以一百個字為限，多值時以「；」區隔，並與機關權威檔系

統合作。人名、機關以{#人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

26-28 內容資訊

地名 地名資訊著錄以一百個字為限，多值時以「；」區隔，並與地名權威檔系

統合作。 

地名以{!地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

29 語文  預設為「jpn(日文)」，語言代碼採用 ISO 639-2 標準，皆著錄語言代碼，

如：chi(中文)、eng(英文)、fre(法文)…等 

代碼詳表見：http://lcweb.loc.gov/ 

standards/iso639-2/englangn.html 

30 讀者事項備

註 

 表示下列幾種狀況，多值時以「；」區隔： 

1   與原目錄作更動部份，如件名、件 

號、門名、類名……等。 

2   敘明原件狀況，如原件不清楚。  

(續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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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微縮片號  三碼全宗號＋000＋6 碼流水號。格式為「000-00-0-XXXXXX」 

32 微縮片典藏

位置 

 依微縮片放置架號。 

一碼建築別號＋二碼樓別號＋一碼室別號＋三碼架位號＋二碼欄位號。格

式為「XAXX－XXX－XX」，其中 A 可為英文或數字，X 為數字。 

建築號別：文獻大樓為 1，史蹟大樓為 2，文物大樓為 3。 

樓號別：1 樓為 F 1，地下一樓為 B1。 

33 微縮片使用

限制 

 預設為「開放」，參見「使用限制代碼表」 

儲存媒體 參見「儲存代碼表」 

影像格式 參見「影像格式代碼表」 

媒體份數  

媒體編號 三碼全宗號＋一碼保留號＋一碼儲存媒體號＋一碼檔案格式號＋6 碼流水

號。格式為「000-XX-X-XXXXXX」 

儲存媒體： 

VCD Disk：1   LTO：2     DVD Disk：3  

檔案格式： 

TIFF：1  JPEG：2   

儲存場所 依儲存媒體放置架號 

一碼建築別號＋二碼樓別號＋一碼室別號＋三碼架位號＋二碼欄位號。格

式為「XAXX－XXX－XX」，其中 A 可為英文或數字，X 為數字。 

文獻大樓預設為 1，史蹟大樓預設為 2，文物大樓預設為 3。 

1 樓為 F 1，地下一樓為 B1。 

34-39 影像儲

存資訊 

使用限制 預設為「不開放」，參見「使用限制代碼表」 

40 影像起始掃

描號 

 影像掃瞄號總督府檔案為三碼全宗號＋五碼新冊號＋三碼件號＋四碼掃

描流水號，不足碼數，前面位數須以 0 補齊，合併產生的字串，格式為

「000-XXXXX-XXX-XXXX」。修改「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

查詢系統」之「頁次」欄位後，匯入。 

41 影像最終掃

描號 

 同上。匯入「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查詢系統」。修改「臺

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查詢系統」之「頁次」欄位後，匯入。

42 版本  預設為「原件」參見「版本代碼表」 

43 來源  預設為「臺灣省政府秘書處文書科」，參見「來源代碼表」 

44 取得方式  預設為「移轉」 

45 入藏時間  預設為「19530700」，時間採日本紀元與中式紀元著錄與顯示，聯結中西

日曆轉換，以年月日分別註記，如：明治 28 年（1895 年）2 月 3 日，於

資料庫儲存時，其格式為西元紀元格式「yyyymmdd」。若為單一時間，迄

欄須重複著錄起欄時間。如月或日遇缺，須以 00 補齊。參見「時間代碼

表」 

(續表 4.11) 

 100



(續表 4.11) 

46 版權  預設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47 影本典藏位

置 

 依影本放置架號 

一碼建築別號＋二碼樓別號＋一碼室別號＋三碼架位號＋二碼欄位號。格

式為「XAXX－XXX－XX」，其中 A 可為英文或數字，X 為數字。 

建築號別：文獻大樓為 1，史蹟大樓為 2，文物大樓為 3。 

樓號別：1 樓為 F 1，地下一樓為 B1。 

48 典藏位置  依檔案放置架位 

一碼建築別號＋二碼樓別號＋一碼室別號＋三碼架位號＋二碼欄位號。格

式為「XAXX－XXX－XX」，其中 A 可為英文或數字，X 為數字。 

建築號別：文獻大樓為 1，史蹟大樓為 2，文物大樓為 3。 

樓號別：1 樓為 F 1，地下一樓為 B1。 

49 保存狀況  預設為「良好」，參見「保存狀況代碼表」 

50 裱褙狀況  預設為「無需裱褙」，參見「裱褙狀況代碼表」 

51 原件使用限

制 

 預設為「不開放」，參見「使用限制代碼表」 

52 管理事項備

註 

 如失竊 

附件名 1.原圖中，如有圖名者，依原圖圖名 

2.原圖圖名於原圖中被刪改者，或另有新圖名者，依新圖名。 

如：「臺灣專賣事業（鹽田）地圖」，則登錄為「臺灣鹽田地圖」。 

3.在圖名末端有人名、地名、機關名、法令號或件數、人數者，於末端將

該人名、地名、機關名、法令號或件數、人數填寫於括號中。但原圖未

將該人名等至於文件末端者，勿將該人名等置於圖名末端括弧中。 

  如：「石炭鑛出願地圖  郭番婆」，登錄為「石炭鑛出願地圖（郭番婆）」

4.貼有浮簽，且而兩個圖號，圖名分別加之一，之二 

5 人名、機關以{#人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 

地名以{!地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

附件號 依附件原圖檔編號 

總督府 1.大於 A3 以上 

三碼全宗號＋五碼新冊號＋三碼件號＋四碼尺寸號＋三碼圖號

＋M 

格式為「000-XXXXX-XXX-XXXX- XXX M」，X 為 0-9 之數字，A

為 0-9 之阿拉伯數字及 A-Z 之英文字母。 

2.小於等於 A3 

三碼全宗號＋五碼新冊號＋三碼件 

號＋4 碼頁號＋M 

，格式為「000-XXXXX-XXX-XXXX M」 

53-55 附件 

附件頁碼 依附件於檔案的原始頁碼填寫，格式為「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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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1) 

第一層級 附件的類型，見「附件類型代碼表」 

第二層級 同上 

第三層級 同上 

56-59 附件分類

層級 

第四層級 同上 

60 附件內容描

述 

 內容摘要字數以一百個字為限，不同的事件間以「；」區隔。人名、機關

以{#人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 

地名以{!地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

長 以長邊為長，以公分為單位，著錄至小數下一位。 51-62 附件大小

寬 以短邊為寬，以公分為單位，著錄至小數下一位。 

63 附件紙張材

質 

 詳見代碼表，多值時以「；」區隔。 

64 附件筆法或

印刷法 

 詳見代碼表，多值時以「；」區隔。 

65 附件視角或

投影法 

 詳見代碼表，多值時以「；」區隔。 

66 附件比例尺  以附件中標示為著錄對象，著錄格式如 1：1000，1 位於前。如含有兩種

以上比例尺，並錄，中間以「；」相隔，大比例者在前，如 1：1000000；

1：1000。 

67 附件尺寸單

位 

 詳見代碼表，以附件中標示為著錄對象，詳見代碼表，如含有兩種以上尺

寸單位時，併錄，大單位在前，中間以「；」區隔，如公里；公尺。 

西邊座標 以∘為單位，標示東西經，度下為六十進位，標示至分，如東經 120∘10’

東邊座標 以∘為單位，標示東西經，小數下為六十進位，標示至分，如東經 120∘

10’ 

北邊座標 以∘為單位，標示南北緯，小數下為六十進位，標示至分，如北緯 12∘10’

68-71 附件繪製

空間 

南邊座標 以∘為單位，標示南北緯，小數下為六十進位，標示至分，如北緯 12∘10’

最高值 以百公尺為單位，至整數位數 72-73 附件地表

高度 最低值 以百公尺為單位，至整數位數 

生產者 連結機關人名權威檔，多值。人名、機關以{#人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74-75 附件生產

資訊 生產時間 採日本紀元與中式紀元著錄與顯示，聯結中西日曆轉換，以年月日分別註

記，如：明治 28 年（1895 年）2 月 3 日，於資料庫儲存時，其格式為西

元紀元格式「yyyy-mm-dd」。若為單一時間，迄欄須重複著錄起欄時間。

如月或日遇缺，須以 00 補齊。 

出版者 連結機關人名權威檔，多值。人名、機關以{#人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76-77 附件生產

資訊 出版時間 採日本紀元與中式紀元著錄與顯示，聯結中西日曆轉換，以年月日分別註

記，如：明治 28 年（1895 年）2 月 3 日，於資料庫儲存時，其格式為西

元紀元格式「yyyy-mm-dd」。若為單一時間，迄欄須重複著錄起欄時間。

如月或日遇缺，須以 00 補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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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1) 

人名 人名資訊著錄以一百個字為限，多值時以「；」區隔，並與人名權威檔系

統合作。人名、機關以{#人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

機關團體 機關資訊著錄以五十個字為限，多值時以「；」區隔，並與機關團體權威

檔系統合作。人名、機關以{#人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

78-80 附件內容

資訊 

地名 地名資訊著錄以一百個字為限，多值時以「；」區隔，並與地名權威檔系

統合作。地名以{!地名!}形式著錄，以作識別。

81 附件語文  預設為「jpn(日文)」，語言代碼採用 ISO 639-2 標準，皆著錄語言代碼，

如：chi(中文)、eng(英文)、fre(法文)…等 

代碼詳表見：http://lcweb.loc.gov/ 

standards/iso639-2/englangn.html 

儲存媒體 參見「儲存代碼表」 

影像格式 參見「影像格式代碼表」 

媒體份數 媒體份數 

媒體編號 三碼全宗號＋一碼保留號＋一碼儲存媒體號＋一碼檔案格式號＋6 碼流水

號。格式為「000-XX-X-XXXXXX」 

儲存媒體： 

VCD Disk：1   LTO：2     DVD Disk：3  

檔案格式： 

TIFF：1  JPEG：2   

儲存場所 依儲存媒體放置架號 

一碼建築別號＋二碼樓別號＋一碼室別號＋三碼架位號＋二碼欄位號。格

式為「XAXX－XXX－XX」，其中 A 可為英文或數字，X 為數字。 

建築號別：文獻大樓為 1，史蹟大樓為 2，文物大樓為 3。 

樓號別：1 樓為 F 1，地下一樓為 B1。 

82-87 附件影

像儲存資訊 

使用限制 預設為「不開放」，參見「使用限制代碼表」 

88 附件影像掃

描號 

 總督府 1.大於 A3 以上 

三碼全宗號＋五碼新冊號＋三（或四）碼件號＋四碼尺寸號＋三

碼圖號＋M（＋壹碼浮簽號） 

格式為「000-XXXXX-XXX（或 AAXX）-XXXX- XXXM（或- XXXM

A）」，X 為 0-9 之數字，A 為 0-9 之阿拉伯數字及 A-Z 之英文字母。

2.小於等於 A3 

三碼全宗號＋五碼新冊號＋三碼件號＋四碼頁號 

，格式為「000-XXXXX-XXX-XXXX」 

89 附件保存狀

況 

 預設為「良好」，參見「保存狀況代碼表」 

90 附件裱褙狀

況 

 預設為「無需裱褙」，參見「裱褙狀況代碼表」 

91 附件原件使  預設為「不開放」，參見「使用限制代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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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限制 

92 附件讀者事

項備註 

 表示下列幾種狀況，多值時以「；」區隔： 

1   與原附件作更動部份，如附件名、附件 

號、……等。 

2 敘明原件狀況，如原件不清楚。 

3 已在檔案讀者事項備註敘明者，不再重述。 

93 附件管理事

項備註 

 如失竊 

94 登錄者  系統自動產生 

95 修改者  系統自動產生 

96 建檔日期  時間格式為「yyyy-mm-dd」， 

系統自動產生 

97 修改時間  時間格式為「yyyy-mm-dd」， 

系統自動產生 

※說明：表中部分文字上之刪除號，係指該部分之規範，在修訂時已遭刪除。 

  綜上觀之，除幾個簡易型目錄是以「完全照錄」為原則外，較詳細之目錄常

必須言於物外，尤其是日本中京大學所編「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及國史館臺灣

文獻館在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支持下所完成之「典藏數位化查詢－日據時期與光

復初期檔案查詢」兩份目錄，均有經詳細考量並落諸文字之編目規則。惟二份目

錄雖屬精心之作，但彼此的著錄規範卻差異頗大，在標記使用、參照（reference）

44、是否照錄等等，規範不盡相同。 

圖書資訊界有國際通用的編目規則；檔案學界亦有許多國家已提出相關編目

規則，如ISAD(G)45、APPM46、MAD47、RAD48、DACS49以及中國大陸的檔案著

錄規則等，在臺灣，則有國家檔案管理局所訂「機關檔案編目規範」50及「國家

                                                 
44關於參照之處理：所謂參照，即是圖書館界所用的reference，通常是指同義詞、相關詞、上位

詞、下位詞等（上位詞與下位詞係指詞義概念的隸屬關係，例如法律－司法，法律是上位詞，

司法是下位詞）。 
45國際檔案理事會（ICA）所制訂的「國際檔案描述通用標準」（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簡稱ISAD(G)。 
46即《檔案、個人文件與手稿: 檔案館、歷史機構與手稿圖書館的編目規則》 (Archives, personal 
papers, and manuscripts: a cataloging manual for archival repositories, historical societies, and 
manuscript libraries, 簡稱 APPM, ,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出版。 
47 「檔案描述手冊」(Manual of Archival Description, 簡稱 MAD),或可稱之為英國檔案編目規則。 
48 即加拿大的檔案描述規則 (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 簡稱 RAD。 
49 美加兩國於CUSTARD計畫產生的檔案描述標準，名為「描述檔案：內容標準」（Describing 
Archives: A Content Standard ）簡稱DACS. 
50 民國 90 年訂頒,民國 93 年修正。檔案管理局編，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台北市：編者，民

94），頁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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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描述作業手冊」51。雖說每部檔案均有其獨特性，但仍需要一套編目規則，

對於常見的情況，是否照原文著錄的情況，標記的使用等等作通則性的規範，一

來可免於各檔案管理人員逐一建立自己的編目規則，二來也有利於聯合目錄及各

種館際合作工作，雖然檔案管理局所出版的編目規則未必能適用於日治時期檔

案，但亦不失為很好的參考工具。 

                                                 
51 檔案管理局編，國家檔案描作業手冊（台北市：編者，民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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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綜合分析 

   本節主要根據前四節論述進行彙整與分析，包括：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實體

編排、檔案分類、控制層級、檢索工具、著錄規範五個部分，依序分述如下： 

一、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實體編排 

臺灣總督府檔案的排架，依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作的流水序號（冊號）依

序平放在書架上。該館的冊號分為舊冊號與新冊號，舊冊號約在民國六十年代間

作成，係應製作微捲之需要而進行冊號編號，但此次編號作業，由於清查時的考

量研究未盡完備，而發生了諸如臺南縣公文類纂己裝訂完成之冊與未裝訂之冊，

分立於兩個冊號區間的狀況發生，且沿用至今，連在數位化檢索系統的分類設計

時，也採用了「臺南縣公文類纂一」、「臺南縣公文類纂二」的作法。 

新冊號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在民國 86-91 年間，與中研院合作之五年光碟計

畫時，重新整理時所編。其中最主要的變動在於將原始編號 10343-13246 冊昭和

十年永久保存及十五年保存部分，此 2906 冊因頁數少，被整併為 186 冊，合冊

後的編號改為 10343 -10528 。此外，尚有一些併入、重複號重編、重排序之整

理，整理畢後，號碼共有 13,145 冊，但實際冊數有 13,147 冊，仍有 2 個重複編

碼的冊號(2547、3646)。但此次新冊號的編碼，並未將舊冊號中之同類文書前後

分置等情形予以更動，其考量有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已對各文書群訂明冊號，

且先前製作的微捲也開放使用有年，因而儘量減少更動的幅度，以免造成管理及

調閱上的困擾。 

另一個問題是，究竟總督府檔案有幾冊？目前的標準答案是 13,146 冊。作

為一個關閉全宗，此問題理應有個簡單而唯一的答案，但事實不然，因為檔案管

理要面臨諸多複雜的情況。早期出現的幾個不同數值，其原因包括最早期因未加

細數只照移交清冊的數字發表、是否計入散頁型態及腐損卷冊、新徵集入館資

料、經過整理合冊造成冊數變動、散迭及重新取得卷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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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總督府檔案之所屬檔案群分類 

當一整間庫房擺滿了文書簿冊，我們如何去陳述其中包含哪些主要內容？

依檔案學學理而言，一部檔案全宗下，以單一行政機關為例，其下有單位則以單

位別為「副全宗」(sub-fonds)，其下無單位則以業務別或性質別為「系列」(series)」。 

但就臺灣總督府檔案而言，因為這部檔案整理得很早，當其時檔案學理論

尚未在臺灣萌芽，經過管理人員與專家學者幾經研究之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將

其下分類為數個檔案群：1.灣總督府公文類纂、2.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

3.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文書、4.土木局公文類纂及糖務局公文類纂、5.臺灣施行

法規類、6.文書處理用登記簿、7.舊縣公文類纂。上述檔案群之分類依據有：依

機關別（如：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高等林野調

查委員會文書、土木局公文類纂、糖務局公文類纂）、依文件類型（如：文書處

理用登記簿、臺灣施行法規類52）。其中土木局公文類纂及糖務局公文類纂，因

數量少（各為 12 卷及 23 卷），而被合稱為一個檔案群。 

但在該館在區分檔案群時，在不同時期或不同文件中，也有所不同（包括

區分之類別、遣詞用字、順序等），茲依資料面世之順序由右至左整理如表 4.12： 

表 4.12：國史館臺灣文獻在不同文件中對臺灣總督府檔案所作之不同分類 

摺頁53 網站介紹54 小冊子55 數位典藏系統 

1.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 
1.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 
1.臺灣總督府保存文

書類 
1.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 

2.臨時臺灣土地調查

局公文類纂 
2.臨時臺灣土地調查

局公文類纂 
2.臨時臺灣土地調查

局公文類纂 
2.糖務局書類 

3.高等林野調查委員

會公文書類 
3.高等林野調查委員

會公文書類 
3.高等林野調查委員

會文書 
3.土木局書類 

4.土木局公文類纂 4.土木局公文類纂及

糖務局公文類纂 
4.土木局公文類纂及

糖務局公文類纂 
4.高等林野調查會書

類 

5.臺灣施行法規類 5.臺灣施行法規類 5 臺灣實施法規類 5.法務部相關書類 

                                                 
52 臺灣施行法規類，其內容為剪報。 
53 此摺頁名為「日治時期的臺灣－臺灣總督府檔案簡介」，截至筆者完稿前，此摺頁仍在對外宣

傳，供讀者取用。 
54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檔案。http://db.th.gov.tw/~textdb/test/sotokufu/。(2007 年 1 月

檢索)。 
55 此小冊子名為「日治時期檔案簡介」，於民國 92 年製作完成，截至筆者完稿前，仍持續作為

宣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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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2) 

6.文書處理用登記簿

類 
6.文書處理用登記簿 6.文書處理用登記簿 6.臺灣土地調查局公

文類纂 

7.舊縣公文類纂 7.舊縣公文類纂 7.舊縣公文類纂 7.舊縣公文類纂 

8.糖務局公文類纂   8.土地相關書類 

   9.財稅相關書類 

   10.其他 

基本上摺頁和網站的差異較小，其差別僅在網站介紹中，將土木局公文類

纂和糖務局公文類纂，併為一個檔案群，而摺頁中是將其分列的。 

至於小冊子和網站介紹的差別亦小，檔案群的分類方式完全相同，僅在「臺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和「臺灣總督府保存書類」、「臺灣施行法規類」和「臺灣實

施法規類」之名詞用詞有所不同。 

數位典藏系統的分類方式與先前三者的差異最大，除了將「土木局書類」、

「糖務局書類」分立二類外，「文書處理用登記簿」類被併入「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副全宗之下，成為一個系列。另分設「法務部相關書類」、「土地相關書類」、

「財稅相關書類」、以及「其他」類，此 5.8.9.10 此四類係臺灣省政府移轉至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之部分，在此未被歸入適當之檔案群，反而另成三類。另外，「臺

灣施行法規類」此一類別已不復見。有受訪者認為，與其以「法務部相關書類」、

「土地相關書類」、「財稅相關書類」、「其他」四個副全宗呈現，未若以「臺灣省

政府移轉檔案」為副全宗，其下再分為四個系列，較易為人所理解 

至於名詞使用不一致的情況，則是反覆出現，例如「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和「臺灣總督府保存書類」；「土木局公文類纂」和「土木局書類」；「糖務局公文

類纂」和「糖務局書類」；「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公文書類」、「高等林野調查委員

會文書」、「高等林野調查會書類」；「.臺灣施行法規類」、「臺灣實施法規類」；「臨時臺

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等等。 

作為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管理單位，尚且對該部檔案下之檔案群之分類，沒

有一致的分類方式及用詞。至於個別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研究者，其看法與用詞愈

形分歧，甚至同一人在不同時期所發表的文章中，對於檔案群的分類亦採不同見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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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所謂檔案群的說法，是為籠統的概念。若以檔案學學理論之，應為副

全宗或系列，副全宗係依機關單位作分野（檔案產生者），而系列則是依業務性

質或材料性質為分野。依此一脈絡分析，則「文書處理用登記簿」應納入「臺灣

總督府公文類纂」之下，因為它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之文書登記簿，其應該作

為「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副全宗下之「文書處理用登記簿」系列。 

再者，「臺灣施行法規類」為剪報資料，不具檔案性質，應不列入臺灣總督

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可另以特藏處理之。 

至於數位典藏系統中所列之「法務部相關書類」、「土地相關書類」、「財稅

相關書類」、「其他」四個副全宗，其實亦誤用「副全宗」一詞，因為其均是以業

務性質，由檔案管理者所作之分類，充其量僅可稱為「系列」。此部分應重新以

檔案產生者，一一判定檔案產生單位，為其副全宗定名。如因數量少或產生者難

以判定，或非屬臺灣總督府檔案而因典藏移交保存至今者，以「其他」或「雜」

來定名其副全宗亦可，然後其下再一一依產生單位或業務性質繼續歸劃其控制層

級。 

三、臺灣總督府檔案之控制層級 

檔案學理上之控制層級，分為全宗、副全宗、系列、副系列、案卷、件等

層級。其中全宗、副全宗係衣機關單位作分野，而系列、副系列則是依業務性質、

材料性質為分野。 

但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分類上來看，其全宗為「臺灣總督府檔案」，副全

宗（系列）為：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高等林野

調查委員會文書、土木局公文類纂及糖務局公文類纂、臺灣施行法規類、文書處

理用登記簿、舊縣公文類纂。以上並非全以臺灣總督府的組織架構為檔案群之分

類，而是部分依機構單位部分依文件性質，所以此一層級很難以「副全宗」或「系

列」定名概稱之。 

至於其下的層級，茲以表 4.13 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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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臺灣總督府檔案副全宗及其下之控制層級 

副全宗 其下之控制層級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門、類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 課別、類、目 

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文書 各地方廳 

土木局公文類纂及糖務局公文類纂 無（因檔案數量少及不完整） 

臺灣施行法規類 無（因其性質為剪報，僅有日期之排序）

文書處理用登記簿 簿冊性質 

舊縣公文類纂 各縣、門、類 

 

至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在製作數位典藏檢索系統時，為考量檢索之需，又採

取不一樣的作法，茲將差異較大之處，整理如下： 

（一）增設層級，其控制層級依序分為全宗、副全宗、系列、副系列、「宗」、

件、「附件」、「第一層級」、「第二層級」、「第三層級」、「第四層級」

等。 

（二）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其下增設以十個年度區間及三個文書群，作為

其下的系列。 

（三）副全宗（系列）數量由七個增為十個，除去「文書處理用登記簿」、「臺

灣施行法規類」；將糖務局公文類纂和土木局公文類纂分開，設為兩

個副全宗；增加「法務部相關書類」、「土地相關書類」、「財稅相關書

類」、「其他」。 

（四）特殊取扱文書，其下的財務部，另區分為「財務部（主計）」、「財務

部（會計）」、「財務部（稅務）」。 

（五）舊縣公文類纂，其下的臺南縣公文類纂，另區分為「臺南縣公文類纂

一」和「臺南縣公文類纂二」，其下的門類互不相同。 

  至於為何使用「宗」這個層級名稱，而非使用「副副副系列」或「案卷」這

個較正式的檔案學名稱，據表示是因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大多成員均如此使用，

故襲用之。 

  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之下創造年度區間這個層級，是因日治時期文書處理

 110



規程在門類分類時有變革，取其中十一次重大變革作為年度區間的層級，以茲區

分並利整理。 

   

四、臺灣總督府檔案之檢索工具與著錄規範 

目前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目錄有下列 4 種： 

1.「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現藏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目錄」。 

2.「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 

3.「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查詢系統」。 

4.「典藏數位化查詢－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整合查詢」。 

上述 1.2.是屬於圖書目錄，3.4 是屬於線上目錄。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現藏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目錄」，是將每冊檔案的目

錄頁影印集結成的目錄清冊，並無另行編輯或著錄，因而其檢索點完全等

同於原檔案目錄，例如有「年度」、「保存年限」、「門」、「類」、「卷號」、「索

引」、「府番號」、「件名」、「摘要」等，另隨著檔案的性質，亦會因其特特

殊性而有不同記錄欄位，例如第 2315 冊整冊檔案均為人事檔案，其目錄欄

位則為「進行番號」、「書類番號」、「官職」、「氏名」、「事項」等。 

「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是由日本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輯，目

前出版明治 28 年至 42 年部分共 20 卷，繼續編輯中。由於其並非欄位式的

目錄，不容易看出全部的檢索點，但自其體例中，可以約略整理出以下數

個：「冊號」、「實際排序之流水號」、「年代」、「副全宗」、「年度別簿冊號」、

「保存年限」、「種類：甲種、乙種」、「追加或非追加文書」、「門別、「卷冊

名」、「門名」。至於編目規則，其著錄規範列明於該書每冊之凡例中，在原

書佔有 11 頁之篇幅，對下列情形作規範：1.標記使用；2.有文字而不記錄

的情形；3.文字脫落、筆誤、疑義、標記不足或資料破損玫文字記載不全情

形之處理；4.原檔案標題或目錄中遭省略記錄之處理；5.裝訂之未綴；6.參

照；7.附加說明；8.為保護隱私權，刑事登記檔案不著錄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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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查詢系統」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與中研院合

製，但其目錄部分基本上還是依每冊檔案的目錄頁直接著錄，就系統查詢

介面觀之，其檢索點有下列 14 個：冊號、文號、門號、門別、類號、類別、

目號、目別、文件名稱、日期（期間）、保存、府（書類）番號、頁次、備

註。因此目錄之製作，均為照錄，所以著錄規範僅以 9 點表示，包括一文

號一目錄、目錄編號之規範、附件註明標題及原件冊號、有目無文之檔案

予以註明、辨認困難文字以「＃」表示、破損未掃瞄者予以註明、高等林

野調查委員會文書之文號特殊情形、編者自行補充的資訊以【】表示。 

「典藏數位化查詢－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整合查詢」是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參加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成品，包含該館三部檔案的整合查

詢，臺灣總督府檔案亦在其中。其檢索點有 11 個包括：全宗名、副全宗名、

系列名、副系列名、宗名、冊名、件名、附件名、內容描述、關鍵詞、時

間期間。至於著錄規範，由於系統著錄欄位（含預設及系統自動產生者）

多達 97 個欄位，連同典藏管理資訊、檔案公文、附件等各欄位均列出著錄

規範。 

茲將上述各目錄之檢索點，以表 4.14 說明如下： 

表 4.14：臺灣總督府檔案各種目錄之檢索點概覽 

 目錄 檢索點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現藏臺灣總督府

檔案總目錄 

以原檔案目錄影印集結而成，檢索點

同原檔案目錄，例如「年度」、「保存

年限」、「門」、「類」、「卷號」、「索引」、

「府番號」、「件名」、「摘要」等。 書
本
式
目
錄 

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 

例如：「冊號」、「實際排序之流水

號」、「年代」、「副全宗」、「年度別簿

冊號」、「保存年限」、「種類：甲種、

乙種」、「追加或非追加文書」、「門

別、「卷冊名」、「門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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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4)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查詢系統 

冊號、文號、門號、門別、類號、類

別、目號、目別、文件名稱、日期（期

間）、保存、府（書類）番號、頁次、

備註 

電
子
目
錄 

典藏數位化查詢－日據時期與光復

初期檔案整合查詢 

全宗名、副全宗名、系列名、副系列

名、宗名、冊名、件名、附件名、內

容描述、關鍵詞、時間期間 

 

由於此四種檢索工具，除有書本式與電子目錄之別外，尚有囊括檔案

年份或性質不同，目錄著錄之繁簡不同等等，均影響讀者使用之意願與便

利性。比較說明如下表： 

 

表 4.15 臺灣總督府檔案各種檢索工具比較表 

 媒體型式 涵蓋檔案範圍 特色及使用限制 

臺灣省文獻委員

會現藏臺灣總督

府檔案總目錄 

書本式 全部檔案 1.目錄係由日治時期之文書處理人

員撰寫整理。 

2.目錄撰寫較簡單，對於檔案內容

未加詳述，不完整 

臺灣總督府文書

目錄 

書本式 明治 28 年至

42 年(持續編

纂中) 

1.對於檔案內容描述詳細。但目錄

編纂速度慢，目前僅能查詢明治

42 年以前之檔案 

2.為紙本式目錄，無法用關鍵字查

詢。 

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查詢系統 

電子目錄 無 1-2,000 冊

檔案影像, 

1.是目前最為廣泛使用的檢索工

具，可直接查閱影像檔。 

比 較 項 目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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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5) 

無大圖附件之

影像及目錄 

2.僅能以件名（同「臺灣省文獻委

員會現藏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目

錄」）進行查詢，如件名所無之資

訊，則無法查得。 

3.有錯字問題、日文字母難以查詢

等問題。 

4.目錄可免費連結，但如查閱檔案

影像，開啟圖檔即收費每張 2 元。

典藏數位化查詢

－日據時期與光

復初期檔案整合

查詢 

電子目錄 僅有大圖影像 1.內容僅有大圖影像，因此，一般

以檔案本文內容為主之研究者，

較少查詢此系統。 

2. 目錄欄位多而完整，可用多種

關鍵詞進行查詢。 

3.具階層式檢索功能。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查詢系統」與「典藏數位化查詢－日據時期與

光復初期檔案整合查詢」二個電子資料庫查詢系統均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所製，此二系統之所涵蓋的檔案內容均未完整，但能互補，未來宜整合為

單一系統，且以後者為系統之主架構，因為後者之檢索功能較為強大。此

外，如能再與日本中京大學所製作之「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合作，將其

內容納入電子資料庫之中，除可參考其現有之目錄加以著錄中文部分，也

可補足現行資料庫無法以日文檢索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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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於分析與了解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編排與描述狀況，期許能作為

其他檔案管理者之參考。本章針對研究分析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有關本研究之結果分析已於第四章中呈現，本節將根據前述研究結果擇要提

出結論，綜述如下： 

一、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實體編排順序係依文獻館所編冊號 

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實體編排順序係依文獻館所編冊號，第一次編號約在民國

60 年代間完成（後稱之為舊冊號），惟當時之編號並未清查完全，部分子檔案群

並未集中於一個冊號區，或者同一子檔案群年代前後錯置（檔案產生年代在前

者，冊號數目卻在後）等情形發生。此次的編冊號係作為微縮影片製作之用，並

陸續有諸多學者引用，致後來即使製作新冊號，亦無法大幅度變動，影響至今。 

新冊號是在民國 86-91 年間完成，主要是將部分頁數少的薄冊予以合冊，並

重新編號。 

此所稱新舊冊號名詞，亦為該館所常用，出現在諸多文件以及數位典藏後設

資料欄位之中。 

二、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分類及控制層級，副全宗部分係以人為判定，

其下各層級如門、類等則依文書處理規程相關規定 

檔案學所稱之副全宗，係以機構內單位別認定之；所稱系列，係以業務類別

（性質別）認定之。然而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副全宗，在數量上以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佔極大部分，餘者有以單位別認定為副全宗，如臨時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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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性質別認定為副全宗，如文書處理用登記簿、臺灣施行法規類等。 

上述之副全宗，並非臺灣總督府檔案在文書時期成立之副全宗，易言之，即

並非臺灣總督府時期所判定的，而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就其典藏部分，請學者專

家進行人為判定，因而也產生該館對外文稿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判定之差異。 

至於副全宗之下各控制層級，則依日治時期文書處理規程之規定進行分類。

或分「門」、「類」，或分「局」、「課」、「門」、「類」等等不一而足。 

三、數位典藏計畫設立諸多新創層級與不同分類方式 

民國 91-95 年之間，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數位典藏計畫所完成之後設資料規

格，相較該館對外發布的其他各項關於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各簡介與網頁資料，由

於發布時間最為晚近，代表該館在整理該部檔案的最新作法，也是因應數位檢索

之需所完成的方案。然而其中有諸多值得商榷的創新作法。 

該館創新的作法包括：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此一副全宗之下，新創「年度」

這個系列層級，以解決門類屢屢變革的問題；將「文書處理用登記簿」由一個獨

立副全宗，併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此一副全宗之下；將「臺南縣公文類纂」

一分為二，成為「臺南縣公文類纂一」、「臺南縣公文類纂二」；納入臺灣省於 80

年代間移轉至文獻館之相關檔案資料，設「法務部相關書類」、「土地相關書類」、

「財稅相關書類」、以及「其他」類四個副全宗；副全宗由原本 7 至 8 個調整為

11 個 ；增設層級，其控制層級依序分為全宗、副全宗、系列、副系列、「宗」、

件、「附件」、「第一層級」、「第二層級」、「第三層級」、「第四層級」等 11 個層級。 

四、現存目錄中，以「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與「典藏數位化查詢－

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整合查詢」最為詳盡，惟該項編目工作

費時良久，二目錄均未完竣。 

現存臺灣總督府檔案目錄，以「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與「典藏數位化查詢

－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整合查詢」最為詳盡，正由於其詳盡，在目錄建置過

程中，所需耗費時間與人力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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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自民國 82 年出版第一卷迄民國 95 年，出版臺灣總

督府檔案中明治 28 年至 42 年部分之目錄共 20 卷，換算起來可以說以 1 年之力

完成 1 年期的檔案（若以中京大學與文獻館合作已二十年，算起來更不止），那

麼以日本治臺 50 年之檔案，豈非需以 50 年來完成其目錄（當然各時期之檔案數

量不一，昭和期的檔案更少，此僅為概略算法）。 

至於「典藏數位化查詢－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整合查詢」，其每件（含

附件）之著錄欄位多達近百，雖然部分欄位為預設或系統自動產生，需分析著錄

之欄位猶多。該館為能達成階段性任務，在數位典藏 5 年計畫，就總督府檔案部

分，僅就其有大圖附件之檔案予以著錄，以便能與原有「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查

詢系統」（未含 A3 以上大圖附件）互補使用。惟在規格分析及資料著錄花了 5

年僅完成臺灣總督府有大圖附件的檔案，僅佔全部總督府檔案的一小部分而已。 

五、各種目錄之編目規則各行其是 

現存幾種臺灣總督府目錄中，除幾個以照錄為原則的目錄外，其中「臺灣總

督府文書目錄」與「典藏數位化查詢－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整合查詢」的目

錄較為詳盡，也有較詳細的編目規則。惟此二目錄，不論就標記使用、附加說明、

參照等等都採不同作法。 

第二節 建議 

一、統一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分類、控制層級與用詞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對外發布資料，應有一定稿版，尤其目前在其所發布各種

資料中所見分類方式、用詞不一的狀況，應予檢討。在用詞方面，因為臺灣總督

府檔案係為日文檔案，日文的中文譯稱名應予以統一，對於每一文書冊究為「卷」

或「冊」，其單位計量詞亦應統一，以免讀者在查詢資料時，誤以為冊號與卷號

有所不同。 
在分類上，數位典藏計畫所作的分類與控制層級，與該館先前的作法有很大

的差異，究竟以何者為是，或須另加以重新規劃，宜請學者專家再行討論定案，

一改目前分類版本分歧不一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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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將剪報列為一個檔案群，稱之為「臺灣施行法規類」，實

則剪報並非如檔案是由業務承辦人辦理業務所形成，亦非具有唯一性，並不具檔

案性質，不宜列入檔案，建議將該項資料改置於該館圖書室供眾參考。而「文書

處理用登記簿」檔案群，其內容實則為「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之文書登記簿，

應考慮併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案群之下。 
   

二、確實進行檔案清查與登錄工作 

  檔案之清查與整理，首次進行之編排描述作業十分重要。在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第一次對臺灣總督府編冊號流水號時，其同一副全宗或系列之冊號重複、冊號

不連貫（中斷）或年序前後顛倒的情形，也造成後人在分類、整理與使用上的困

難。 
另外，頁碼的編碼工作亦十分重要，例如空白頁、空白表格是否編碼，編碼

時某些頁面漏編、重複編碼的處理方式，都宜先予確認處理方式。  

三、描述檔案可先著錄至案卷層級，或者先著錄主要欄位，日後再予

以補充，俾早日提供利用 

  目錄（或稱檢索工具）的用意是協助使用者找到資料的本體，如果適當的提

示即可協助找到資料本體，又或者即使透過目錄，以為所找到的資料是所需的，

但點選進去後發現不是，在資料不收費的情況下，所花費的不過是數秒時間而

已。因而，過度複雜的編目是不必要的，適度的提供提示即可。如此一來，將可

以加速編目作業，儘早提供利用，如果目錄想繼續提供更進一步的細節，可待有

人力物力時再加以處理。 
  雖然諸多研究者主張編目愈詳細愈好，可以增加查全率，惟「典藏數位化查

詢－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整合查詢」及「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等以件為單

位之詳細目錄，均投入大量時間與人力卻僅完成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其中一小部

分。該館的其他檔案，也有已掃瞄，卻因目錄未完成而無法開放利用之狀況。因

而建議為儘早開放利用，檔案之編目可先著錄至案卷，或者先著錄主要欄位，日

後再予以補充。 

四、 增加著錄件以外各控制層級之資料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數位化查詢－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整合查

詢」，除了件、附件以外，其餘各控制層級均無著錄資訊，在全宗、副全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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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副系列、宗等各層級，均缺乏相關資訊。舉例而言，在階層式瀏覽介面下，

如果點選全宗「臺灣總督府檔案」，其中並無對臺灣總督府檔案之收藏年代、範

圍、內容概要等資訊，其下各層級例如「臨時土地調查局文書」、「土地申告書」

等，若無相關介紹資訊，更難以得知其內容範圍為何。 

五、擴大數位典藏參與學域，廣納檔案學、歷史學人才 

因數位媒體興起，其收藏體積小，傳輸便利之特性，使得檔案數位化工作亦

隨之風起雲湧。但檔案之數位化工作，應納入檔案學、歷史學相關學者之專業意

見，使檔案數位化工作過程結果更為順利，且能與現代潮流或世界各國接軌。 
例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在數位化過程中，增設控制層級，其控制層級依序分

為全宗、副全宗、系列、副系列、「宗」、件、「附件」、「第一層級」、「第二層級」、

「第三層級」、「第四層級」等 11 個層級。其中「宗」之層級名稱，未見於臺灣

總督府文書分類之中，亦非檔案學之正式名詞，僅因襲數位典藏計畫其他單位作

法，另外，檔案學理將控制層級區分至件，該館在件之下尚有附件等五個層級，

亦屬罕見。 
如能在數位化過程中，廣納學者專家意見，整個作法將更形完備，亦可免去

自行摸索、披荊斬棘之苦。 

六、整合各檢索工具 

「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目錄雖經專業分析校正，但限於紙本型式查閱不

易，且迄今僅完成明治 42 年以前部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可直接連結影像

檔，且內容包含絕大部分檔案本文，目前使用最為廣泛，但目錄檢索功能簡單；

「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檔案整合查詢系統」後設資料建置完整，檢索功能較佳，

但系統內臺灣總督府檔案部分僅有大圖附件相關資料。此三項檢索工具，各有所

長，且可互補，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已有計畫將其整合，整合後將更便於查詢利用。  
未來再加強檢索系統功能，並結合或新建相關權威控制系統，則可再提升系

統之查全率與查準率。 

七、建立檔案編目規則，以供各單位編目之參考及依據 

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各個檢索工具缺乏一致性的編目規則，放諸臺灣所藏之各

日治時期檔案亦然。因此，日治時期檔案可參考中外各編目規則  (例如

ISAD(G)、MAD、DACS、機關檔案編目規範、國家檔案描述手冊等) ，建立一

致性的編目參考原則，一來在檔案館各自建立編目規則時，可以有基本的參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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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也可在各檔案館間建立一致性。至少，擁有數部日治時期珍貴歷史檔案之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可在館內先制定一套日治時期編目規則，或號召各典藏單位共同

制定使用。 
當然，各部檔案有其獨特性，所需之編目規則可能不盡相同，但仍可以有通

用之參考原則，例如標記的使用，照錄之原則與例外，補充說明時之標記使用，

參照之情形等。 

八、機關在文書製作時期，即依檔案學控制層級進行歸類 

以機關組織之層級作為副全宗之概念，在檔案學原理而言係理所當然。但在

臺灣總督府檔案中可以看出，其在文書時期即不以機關的次級組織（單位）作為

副全宗（或副副全宗等），而直接以門類別之分類定之。後人在整理檔案時，僅

能就檔案之原始整理編排方式予以延續，而非逕自以現今之檔案學原理更動之。

觀察這部檔案，確實有當時文書人員誤分類的情形，例如同一業務性質的文件卻

被分入不同類。若以文書產生單位作為副全宗之文書分類方式，可以減低此一困

擾，宜為現代文書處理所廣為運用。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臺灣總督府之編排與描述為題進行研究，惟受限於研究時間與經費

等因素，但許多相關層面與議題未能深入研究，以下提出尚可後續研究的建議，

供未來研究者參考： 

一、清查臺灣總督府歷年來的官制變革 

檔案學中，以單位別作為副全宗、副副全宗…….等控制層級之分類，雖然

在本研究中看出，臺灣總督府檔案係依門、類、目等作為其分類與控制層級，但

臺灣總督府官制之變革，仍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目前文獻中僅有少數將大規

模變革加以列出，並未加以完整清查。 

二、臺灣總督府檔案接收、清點、登錄等編排工作 

本研究限於時間、人力，在檔案編排描述中，並未論及自接收、清點、登錄

等之實體描述部分，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此為題，進行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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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檔案在分類或機關組織變革之處理方式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在進行數位典藏計畫的過程中，為因應臺灣總督府檔案之

分類變革，創造許多新的控制層級與處理方案。為便於研究者檢索，在檔案描述

上，如何能克服分類或機關組織變革，敘明變革前後各副全宗或系列之延續參照

關係，對於檔案管理者而言，是很實用的議題，也是各部檔案會遇到的通用課題。 

四、臺灣總督府檔案分類體系與日本分類體系的源流關係 

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分類體系，係依臺灣總督府文書處理規程的規定，然而在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是日本的一個地方（外地）行政機關，在文書處理方面，

亦有相關之母法規定等可以參考（如太正類典等），因而，一個在明治、大正、

昭和時期的文書分類體系，自中央以至於地方，其文書分類架構與源流，是值得

加以探討的課題。 

五、日本同時期檔案，其數位化在分類的處理方式 

除臺灣總督府檔案外，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內藏諸多日治時期檔案，國內各機

構亦有典藏日治時期各公私文書，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在整理臺灣總督府檔案所遭

遇到的分類問題，其他日治時期檔案也可能遇到。因此，可以研究同時期的日本

檔案，臺灣及日本機構如何處理相關問題，可以作為彼此的參考。 

六、檔案附件之整理方式 

檔案附件究竟如何整理：隨同檔案典存或另行集中典存？如何登錄、管理、

排架、展示？數位化檔案之命名方式？後設資料（metadata）之描述方式？檢索

結果之陳列方式？關於檔案附件之整理與提供利用等相關議題，較少為人所提及

討論，卻是檔案管理者時常遇到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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