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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計畫係針對我國檔案館(單位)建立名稱權威檔之研究。名稱權威檔包括：人名、

團體名稱、地名等，是檔案描述主要的依據，也是檔案使用者據以查檢檔案的工具。

我國目前檔案館(單位)對於檔案名稱權威檔之建立正在發展中，但尚未有標準格式可
供採用。對於檔案人員而言，缺乏此項工具，將無法有效掌握檔案名稱之著錄，且不

同的檔案人員在描述檔案名稱時，勢必造成紛歧的情況。本計畫首先調查我國各主要

檔案館(單位)在名稱權威檔使用之情況。其次，透過文獻分析，了解國外檔案界對於
名稱權威檔發展之現況，並分析國際檔案名稱權威檔之架構，以做為建立我國檔案名

稱權威檔之依據。最後，透過實作，以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相關人物與機關為例,發展一
套檔案權威檔格式。 
 
關鍵詞：檔案  名稱權威檔  臺灣 
 
 
 

Abstract 
 
    This study is mainly to establish a name authority file for the archival repositories in 
Taiwan. The name authority files includes：persons, corporate bodies, and families, that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archival description, and as well as a tool for the  user  to retrieve 
archives. There are still lacks of the name authority files format in Taiwan. For the 
archivists, it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different names without name authority fil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name authority files used in Taiwan's archival 
repositori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s of the name authority files used in 
foreign countries, a literature survey has been carried. In additio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the name authority file, i.e. ISAAR(CPF), has analyzed. Final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me authority files in Chinese archives, the related figur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post-war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example. A set of Chinese 
name authority files format has been created in this study. 
 
Keywords: Archives; Name Authority Files;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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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陳述 

檔案資料庫的建立攸關一所檔案館資料的檢索方便與否，而資料庫的建立需基於

各種標準。檔案館資料庫建立過程中，常會遇到各種不同的名稱，諸如：人名、民機

關名稱、地名等。這些名稱中即使同一個人名，由於有字、號、匿名等不同的名稱，

導致建檔時不同的檔案管理人員會使用不同的名稱。如此一來，使用者在查檢資料庫

時將無法查檢到所需的檔案。其他的名稱，如：機關名稱或地名也有相同的情況。因

而，檔案名稱權威檔的建立是檔案界重要的基礎建設之一。 

檔案名稱權威檔包括：人名、團體名稱、地名等，是檔案描述主要的依據，也是

檔案使用者據以查檢檔案的工具。國外先進國家的檔案界大都已建立該國的檔案名稱

權威檔，做為該國各檔案館建立檔案名稱的依據。有了檔案名稱權威檔，各檔案館可

據以建立各館的檔案名稱權威檔，且便於不同的檔案館之間進行檔案名稱之交流，可

避免重複建檔所耗費之人力。 

我國目前檔案館(單位)對於檔案名稱權威檔之建立尚在發展中。由於尚未有完整
的檔案權威檔，導致檔案管理人員將無法有效掌握檔案名稱之著錄，且不同的檔案人

員在描述檔案名稱時，勢必造成名稱著錄紛歧的情況。 

本計畫針對國內缺乏中文檔案名稱權威檔標準之現況，將進行研究國外檔案館已

發展檔案名稱權威檔之現況與標準，據以建立適用於我國的中文檔案名稱權威檔。本

計畫將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為發展檔案名稱權威檔之主要對象。如能發展適用於該

館的檔案名稱權威檔，將可進一步推展於國內其他檔案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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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為： 

一、探討國外檔案界建立檔案名稱權威檔之現況。 

二、了解國際檔案學會發展檔案名稱權威檔標準之規格。 

三、探討我國檔案館(單位)建立檔案名稱權威檔之現況。 

四、規劃與建立適用於我國的中文檔案名稱權威檔。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之方法如下： 

一、文獻分析 

首先將透過相關的資料庫查檢，如：LISA、Library Literature 等資料庫，查檢國
外有關檔案權威檔的相關文獻。蒐集與影印相關文獻後，進行資料分析，以了解國外

檔案權威檔建立的現況。 

 

二、訪談 

為了解國內檔案館(單位)使用檔案名稱權威檔之現況，將針對國內較具規模的檔
案館(單位)進行訪談。 

 

三、建立中文檔案名稱權威檔架構 

基於國際檔案學會所制訂的檔案名稱權威檔架構─ISAAR(CPF)，建立適用於中
文檔案的名稱權威檔架構。 

 

四、實際建檔 

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典藏的檔案為例，並基於已建立的中文檔案

名稱權威檔架構，實際進行中文檔案名稱權威檔建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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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步驟 

本計畫進行之步驟與執行進度，見圖 1.1： 

(90年 8月 1日─91年 7月 31日) 

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第 
9 
月 

第 
10 
月 

第 
11 
月 

第 
12 
月 

1. 資料庫查檢 

2. 資料整理與分析 

3. 訪談檔案館 

4. ISSAR(CPF)分析 

5. 建立中文檔案名
稱權威檔架構 

6. 開始建檔 

7. 報告撰寫 

 

     17%    25%  33%  42%     83%      100% 

圖 1.1：本計畫之甘特圖 

 

 

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為例，由於各檔案館的館藏性質不同，因而本研

究在研究對象方面有其限制。在研究時間方面，由於只有一年的時間，需要研究國際

檔案權威標準，加上需針對國內中文檔案的特性，研訂適用於中文檔案的權威檔格

式，因而在研究的時間方面有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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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貢獻 

本計畫可達成之研究貢獻為： 

一、實際了解國際檔案名稱權威檔之標準。 

二、制訂適用於我國的中文檔案名稱權威檔架構。 

三、完成中文檔案名稱權威檔建檔工作─以中研院近史所為例。 

四、可供國內其他檔案館建立檔案名稱權威檔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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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權威控制與權威檔 

一、權威控制的意義 

權威控制是描述記錄控制必要的工作，決定了紀錄檔中名稱、標題、

參照款目及其他權威款目之間關係的過程。在描述系統中，用以維護標目

之一致性；在線上描述系統中，藉由系統連結與指引功能，辨識匿名作者

及追蹤名稱的各種更替情形；並能將相關主題、作品聚集一處，保持目錄

中標目的一致性與一貫性；維護資料庫中檢索項詞彙型式一致性，進一步

將資料庫中的名稱、作品與主題間之關係標示出來，其目的在促使描述記

錄與權威記錄連結在一起，以輔助使用者檢索到所需的資料。 

權威控制的目標主要有二：一是決定目錄中檢索點之形式，建立一致

的人名、劃一題名、叢書名、標題等標目，以維護目錄的品質。另一個目

標則是在提供參照關係，由相關款目參照確立款目。（註1）權威控制是藉
由標目的一致性，以及建立參照關係將不用與相關的標目連結起來。獨特

性、標準化及聯結性是權威控制的特性。綜合中外學人對權威控制的看

法，權威控制主要是在對每一個檢索款目，包括：個人名稱及團體名稱、

劃一題名、標題等進行一致性及建立參照的工作，使得目錄上所有的檢索

點皆具有獨特性，不會產生混淆，同時又能使得這些款目有關的名詞，產

生關聯性，讓使用者由任何一個名詞查詢，皆可獲得完整的資料。（註2） 

 

二、權威控制的功能 

在描述標準中權威控制包括了資料內容標準及資料價值標準兩項功

能；在資料內容標準中權威控制是提供資訊輸入的原則，而在資料的價值

標準中權威控制則是在特定的要素中，提供可接受的片語、字母、數字、

代碼或其他特定的資訊以指出特定的實體，目的是在於增加資料完整性以

及促進查檢的精確性。（註3）權威控制的功能可歸納如下：（註4、5） 

(一)查詢的功能 

幫助使用者了解館藏所收錄的資料及可獲取的途徑。為了使目錄可以

達到此目的，必須提供產生者、標題或主題作為檢索點。如此使用者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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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簡短的詞彙進行查詢。而藉由權威控制所建立的檢索款目，提供使用者

比對的來源，以此進一步獲得原始的資料。 

 

(二)聚集的功能 

聚集的功能強調的是款目的參照結構，由已知的產生者、標題或主題

來展示館藏。權威控制對所建立的款目，不僅只為單一詞彙，更建立了一

關係結構，讓使用者可藉由關係結構中的任一詞彙，獲得相同、相關、相

似、縮限與擴展的所有原始資料。此一聚集的功能是提供使用者檢索時智

慧性的選擇。 

 

(三)連結的功能 

權威控制所建立的權威記錄並非完全獨立而存在，其與描述記錄之間

是相互依存的。描述記錄中所完全沒有包含的資訊，權威記錄也不需包

含，因為使用者是不可能查詢得到沒有包含的資訊。反之，當描述記錄中

所包含的資訊，可藉由權威控制進行關係及實體名稱界定的分析，當由同

一產生者所提供的多種實體，在描述記錄中會有多筆記錄，但在權威記錄

中只會有一筆產生者的記錄，包含多個產生者相關的款目，藉由此權威記

錄，連結了所有此產生者所提供的實體資訊。 

 

三、權威控制程序與內容 

(一)權威控制程序 

權威控制之程序，依據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可歸納為五個步

驟：（註6） 

1. 建立權威記錄。 

2. 匯集權威記錄組成權威檔。 

3. 連結權威檔與描述記錄檔，組成權威系統，或由描述記錄檔中建立
權威檔，並加以修正連結成為權威系統。 

4. 權威檔與權威系統之修訂與維護。 

5. 權威檔與權威系統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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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權威控制內容 

檔案館中最常使用的檢索詞彙類型包括產生者、標題（全宗名、系列

名、案名）及主題。為了有效發揮資訊檢索的效益，名稱權威款目與主題

權威款目應有完整性、精確性與一致性的標準。 

因此權威控制的內容應該包含：（註7） 

1. 名稱權威款目：個人、團體、標題、地名、主題等等。 

2. 各權威款目之元素。 

3. 元素填入資訊之規則。 

4. 與描述記錄間之連結。 

5. 呈現與使用對映方式。 

 

四、權威控制之必要性 

在檔案描述資訊中，權威控制提供了一致性的詞彙選擇，以系統的控

制來彌補人工所可能造成的差異。在資訊檢索系統中，無論是布林邏輯、

切截、全文或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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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編排與描述所強調需遵循的來源原則與原始順序原則，使得著錄

的詞彙在時間與空間差異下更顯其異稱之重要意義，例如：團體名稱（或

組織名稱）的變化。因此權威控制在檔案資訊檢索中將扮演極為重要的角

色。不僅用於建立與維護檔案目錄資料庫，更促進檔案資訊檢索品質的提

升。 

 

檔案權威控制的內容必須包含三個層面： 

(一)權威控制中各類名稱的選擇：人名、地名、家族、團體、主題。 

(二)權威款目的著錄規則：可參考 ISAAR（CPF）。 

(三)權威款目的編碼：可參考MAR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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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檔案在主款目的選擇上，不同的單位間對相同名稱辭彙的主款

目有不同的選擇方式，因此在檔案的描述中，通常以著錄來源之名稱詞彙

為主款目，再依時間原則或正式名稱原則進行主款目的選擇。人名款目可

依據上述之原則歸納主款目，但地名若時間之立基點不同，則實際所代表

的地理區域極有可能產生差異。 

因此，檔案在建立權威檔的工作方面，必須兼顧資料的來源、功能、

檔案產生的時間、資料的形式與主題檢索的可能性等。另外，檔案人員不

能以其對於檔案類型的認知作為標準，否則各檔案館之間的差異性無法達

成建立權威檔的美意。檔案的權威格式除了以檔案系列為主題內容分析

外，也可以作為檔案系列標準化的參考與依據，並且是檔案管理者鑑定檔

案決策的方針。 

1979 年荷蘭檔案專業學會即擔任起荷蘭所有檔案館聯合索引的出版
工作，內容集合了檔案系列或手稿的名稱、簡短的描述、日期、尺寸及其

檢索工具，提供全國檔案館藏檢索的途徑。檔案館雖然對於檔案有簡短的

敘述性文字，但對於檔案的內容及其潛在的價值並不多加臆測，目的在提

供詳實及公正的資料給使用者。（註8） 

檔案是特殊的典藏資料，不同的檔案間存在著極大差異的特性，檔案

的編排與描述必須遵循來源原則、原始順序原則以及多元層次的架構，因

此檔案的權威檔系統如能取得一致的規格，結合不同的典藏單位合作建置

權威資料庫，製作相同的權威系統規格，發展國內通用的標準，建立欄位

的架構及資訊著錄規則，方可進行資料庫的整合，發展檔案的權威控制技

術與智慧型資訊檢索技術。 

 

五、權威檔之特性 

權威檔主要的功用是將不同的形式的詞目透過權威檔的控制，提供標

準化的詞彙。透過權威檔可協助檢索到類似的查詢有相同的結果。檔案權

威檔的標目包括正確形式的當地名稱（local names）、地名（places）、事件
名稱（events）、組織（organizations）等名稱。（註9） 

檔案的描述過程中十分重視檔案的來源（provenance），亦即檔案的出
處，此為所謂的「來源原則」（principle of provenance）。由此原則延伸出
「尊重全宗原則」（respect des fonds）。尊重全宗原則強調同屬一個檔案產
生者（records creators） 所產生的檔案應放置於一處，不可與其他產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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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檔案混淆在一起。由此可知，檔案的產生者對於檔案的描述居於重要的

地位。檔案的產生者可分為：個人、家族、團體機構、政府機關等。無論

是個人、家族、團體機構或政府機關，都有不同形式的名稱，必須予以控

制，否則不同的檔案描述人員採用不同的名稱，將造成使用者查檢時的困

擾。此外，檔案的本文（context）所含的名稱也需予以控制，包括上述的
地名、事件名稱等。 

除了以上的來源原則、尊重全宗原則之外，檔案描述過程中也重視檔

案的原始順序（original order）與控制層次（control levels）。原始順序強調
檔案的描述必須遵守原有檔案處理的順序，不可以人為的方式予以破壞。

控制層次是屬於檔案描述較特殊之處，有別於圖書資料的整理方式。如前

述，檔案整理以全宗為主，在全宗之下可以區分為若干個副全宗。在副全

宗之下又可以依檔案的主題性質細分為若干個系列（series）。系列之下再
細分為案卷（file folders）。最後，在案卷之下分為最小單位的件（items）。
在美國地區，以系列為檔案描述的基本單元。歐洲地區則以全宗為基本的

處理單元。檔案的原始順序在檔案的建檔過程較無關連，主要用於編排過

程時參考的依據。檔案的控制層次與檔案的描述有密切關係，由於採用何

者為檔案描述的基本單元將涉及檔案權威檔的標目選擇時的主要依據。 

區域性的檔案權威檔建立，必須確保在不同的檔案館都採用相同的標

目建檔。如果同一地區的檔案館都採用一致性的權威檔標目建檔，則同屬

一個地區的檔案館將可以分享彼此已建檔的檔案權威檔標目。如果將區域

性的範圍予以擴大，將形成全國性的檔案權威檔，可供全國檔案界在建檔

時分享已建檔的權威檔標目，而使用者也可以完整的查檢到所需的檔案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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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地區檔案界使用的名稱權威檔發展現況 

美國地區檔案界使用權威檔已有將近百年的歷史，但大部分的檔案館

都係近年來才採用名稱權威檔。自從自動化的資訊檢索系統引進檔案界

後，對於詞彙控制（vocabulary control）的需求愈來愈高，尤其在 1980年
代對於權威控制的發展與變革達到高峰。在此時期，有關主題與索引詞目

的權威檔已有 19種。到了 1990年，美國地區以 USMARC為主的權威主
題與索引詞目已高達 47種，可知成長非常快速。（註10）美國地區使用的
權威檔與檔案有關的主要有三種，分述如下： 

一、美國國會圖書館所採用的權威檔 

美國國會圖書館（LC） 已建立其本身的「名稱權威檔」（Name Authority 
File，簡稱 LCNA） 與「國會圖書館主題標目」（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簡稱 LCSH）。目前美國圖書館界主要採用「名稱權威檔」作為
名稱權威的依據，以及「國會圖館主題標目」作為主題的權威依據。（註11） 

 

二、藝術與建築索引典（AAT） 

除了美國國會圖書館所採用的權威檔之外，另有一份權威檔對檔案界

產生很大的影響，亦即：「藝術與建築索引典」（Art and Architecture 
Thesaurus，簡稱 AAT）。由於該索引典係由美國檔案界主動參與擬訂與彙
編。AAT 開始於 1979年，彙集許多檔案的專業詞彙，使得該索引典形成
大量的層次結構，可供檔案界採用。目前 AAT 最新的版本是 1994年的版
本，可經由 RLIN 取得線上版本。該索引典包括大約 40,000 個詞目，可
提供深度與廣度的控制詞彙，所涵蓋的領域很廣泛，包括：音樂、法律、

文學、宗教、東方藝術等範疇，與人名、機構名、地名等不同形式的名稱，

以及可以記錄影像的詞目。（註12） 

 

三、檔案與手稿控制的形式詞目（FTAMC） 

在傳統上，檔案人員很依賴資料的形式（form of material） 用於檔案
的編排與描述。「系列」（series） 即是最常依據檔案的資料形式所形成的
檔案控制層次。例如：信件（correspondence）、日記（diaries）、分類帳
（ledgers）、個案檔（case files）等都是常用於檔案檢索的詞目。在美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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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界第一份被普遍採用的「檔案與手稿控制的形式詞目」（Form Terms for 
Archival and Manuscript Control，簡稱 FTAMC）。該詞目係於 1985年，由
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 的 Thomas Hickerson 與 Elaine Engst 兩
位所擬訂，可供 RLIN 資料庫中的檔案與手稿資料描述使用。目前這份詞
目已併入「藝術與建築索引典」（AAT）。（註13） 

 

四、國際檔案學會（ICA）的檔案權威檔（註14、15） 

國際標準檔案名稱權威記錄（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Authority 
Record for Corporate Bodies，Persons and Families，簡稱 ISAAR（CPF）），
是由國際檔案學會（ICA）的描述標準特別委員會中之研究小組（The Ad 
Hoc Commission on Descriptive Standards）所發展的。此研究小組是在第三
次全員大會中所成立的。時間是 1993年 1月，地點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 

研究小組成員計有五位：Wendy Duff；Jan Dahlin；Christine Nougaret；
Hugo Stibbe（計畫主持人）；Michael Cook。1993年 11月研究小組在英國
利物浦集會，討論有關檔案描述中檢索點的問題。在會中，一致認同對檢

索點的格式及內容進行控制是很重要的，因此決議在檔案資訊系統中發展

控制標準。小組預計以圖書館標題權威控制標準為藍本，但仍然有所不同。 

在執行發展檔案權威記錄國際標準時，此研究小組研究了加拿大和美

國進行中的檔案權威記錄以及 IFLA在 1970、80年代所進行的國際權威記
錄工作，如「權威和參考紀錄指南」（Guidelines for authority and reference 
entries, 1984），並完成了一份草稿，於 1994年海牙舉行的特別委員會（Ad 
Hoc Commission）全體大會中進行討論與修改。此份草稿普遍被公佈於國
際檔案界中。而現在所普遍使用的是於 1995年 11月巴黎全體大會中討論
修正過的版本，並於 1996 年發布「國際檔案權威檔供團體、個人與家族
之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Authority Record for Corporate 
Bodies，Persons and Families，簡稱 ISAAR（CPF））。此份標準由以下單
位共同支援完成：聯合國文教組織（Unesco）、加拿大國家檔案館、英國
利物浦大學、荷蘭檔案學校、紐西蘭及法國檔案界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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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檔案權威檔供團體、個人與家族之標準 

「國際檔案權威檔供團體、個人與家族之標準」，簡稱 ISAAR（CPF））。 

(一) ISAAR介紹 

1. 背景和目的敘述 

(1) 從標準化活動以來，國際檔案界就認為，有效地呈現描述資訊的項
目是很重要的。在這些項目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混合了檔案產生前

後次序的項目。 

(2) 第一份國際檔案描述標準 ISAD（G）：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 提供了包含前後次序的資訊在其檔案描述款
目中（例如全宗、系列、件）。ISAD（G）認為必須獨立地獲取及
維護這些前後次序資訊的可能性，並且在檔案描述文件中連結其它

有用的資訊項目。 

(3) 有些原因告知了為何分開獲取和維護前後次序資訊是有用的。例如
可以連結這些資訊至檔案的描述中，而這些檔案是由同樣的產生者

所產生，卻由多個存藏所所典藏或由它們的產生者自行保管。這樣

的連結有益於歷史研究並可以改善文書管理實務。 

(4) 當不同的檔案館有館藏來自同一個來源的檔案時，他們可以較容易
地分享或連結這個來源的前後次序資訊，只要這些資訊以標準化的

方式記載。這樣的標準是國際化、跨越國界，涉及了何時分享及連

結這些資訊。在過程中，各國過去和現在不同的文書保存特性造成

了國際標準化的動機，藉此來支持前後次序資訊的轉換。 

(5) 為了達成檔案產生者描述的分享可支援那些對產生記錄的團體、個
人和家族的描述取得一致性、專屬性及自我分析。這些一致的標準

化資訊在檔案文件和圖書館資料的描述中可做為檢索點。確實，產

生者的名稱被視為檔案描述文件的主要檢索點。 

(6) 在圖書館資訊系統中，檢索點的實體名稱是標準化描述的重點，稱
為權威記錄。權威記錄由權威款目（名稱的標準化描述，被當作檢

索點）所構成，包括其它資訊項目，用來描述實體或指出其它權威

款目。傳統權威記錄限於辨識詞彙用於說明某一款目，使實體描述

更為清楚的資訊，如此權威記錄可以形成權威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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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檔案文件產生者的標準化描述可能被考慮做為權威記錄的一種，包
含權威款目（名稱）及其它的資訊項目，而這些資訊項目在描述某

些實體或指出其它權威權威款目。 

(8) 針對檔案的標準化前後次序描述，如想要完整地呈現一個實體並增
加對檔案文件描述的了解，可能必須對「其它資訊項目」有較廣泛

的使用。而為註記這樣的區分，檔案標準化的前後次序描述最好被

稱為「檔案權威記錄」。 

(9) 此標準的主要目的是要提供一個一般性的原則來建立檔案權威記
錄，而這些權威記錄是為了描述那些在檔案文件描述中稱為產生者

的團體、個人、家族的名稱。預期若此原則可以落實，則文書產生

者的名稱可以成為一標準化格式並完整地描述了產生者的屬性，而

這些屬性可以在前後產生的檔案文件中使用。 

(10) 符合此標準的檔案權威記錄可提供名稱格式的控制，且使團體、個
人及家族名稱在檢索點中成為單一描述的主題。 

(11) 標準位址只是支援檔案權威資訊轉換的狀況之一。標準化檢索點的
原則和習慣性可以由各國或每種語言發展規則。除此之外，成功的

檔案權威資訊轉換是依據存藏所間對適合的溝通轉換格式的發展

與採用。期望因為此標準，可以促進國際間資訊轉換適當格式的發

展或定義。 

 

2. 如何使用本文件 

（12）本標準包含許多資訊項目： 

a）控制描述記錄，檢索點的產生和使用。 

b）在檔案描述系統中，用以描述一個團體、個人或家族，是為一
個單位。 

（13）此標準決定了在檔案權威記錄中資訊的型態。由此原則和習慣，
資訊項目的內容用以建立權威款目（1.3）及聯合並列款目（1.4）、
非選用詞目（1.5）及相關權威款目（1.6）。 

（14）檔案權威工作者對特定系統的需要將成為決定那些團體、個人、
家族做為檔案權威記錄的指導原則。這些系統需要決定那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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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使用在權威記錄中，且無論這些項目是以敘述性或架構性格式

存在。 

（15）此原則的組織對混合了項目的權威記錄反映了一個常用結構。在
此權威記錄結構分為三個領域： 

1.權威控制項（Authority Control Area） 

建立權威款目，並提供與其它款目間的連結。 

2.資訊項（Information Area） 

提供團體機構、個人、家族相關資訊。 

3.註記項（Note Area） 

註記權威記錄產生、維護之記錄。 

（16）單位若只想控制檢索點的產生和使用，應該選擇領域 1和領域 3
的項目。 

（17）單位若只想記錄團體、個人和家族，則應該選擇項目 1.1及領域
2和領域 3中的項目。 

（18）單位若想控制檢索點的產生和使用並描述做為檢索點的團體、個
人、家族名稱，應該選擇共享三個領域的項目。 

（19）若一個架構式格式被使用來呈現有關團體、個人和家族的資訊，
則不要重覆領域 2但已在領域 1中已有的資訊，除非那個資訊在
說明上是必須的。 

（20）在最低限度中，權威款目及領域 3必須被記錄。 

（21）其它相關標準包含了：ISO5963 Documentation –Methods for 
examining documents, determining their subject, and selecting 
indexing terms；及 ISO2788 Documentation–Guidelin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onolingual thesauri。 

（22）引用在任何描述項目中已建立的資源時，則是依據 ISO690 
Documentation的最新版本：Bibliographic references Content, form 
and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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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SAAR內容 

「國際檔案權威檔供團體、個人與家族之標準」分為四大部分及若干

細項： 

0. 專用名詞解釋 

檢索點（Access point）：名稱、關鍵字、索引詞等，可以被檢索、建
立一致性及查尋。 

檔案描述（Archival Description）：描述單位正確呈現的產生，其組成
的部分是藉由獲取、整理、分析和組織資訊的過程而來，而這些

資訊適合去確認檔案資料和解釋前後次序及產生它的文書系統。 

權威控制（Authority control）：標準詞語的控制，包含被使用為檢索
點的名稱（個人的、團體的或地埋的）。 

權威資料（Authority data）：在權威記錄或權威檔中的資料。 

權威款目（Authority entry）：由檔案單位負責建立的標準化檢索點。 

權威檔（Authority file）：已組織的一群權威記錄。 

權威記錄（Authority record）：權威款目結合其它的資訊項目，在款目
中用來描述被命名的實體並可能指出其它權威款目。 

團體單位（Corporate body）：一個組織或一群人以特定的名稱、行為
或可能的行為來界定，成為一個實體單位。 

產生者（Creator）：在活動行為中，產生、累積、維護和使用文件的
組織或個人 

全宗（Fonds）：所有的文件，不論形式或媒體，由特定的人、家族或
團體在其活動和功能的過程中所產生和累積。 

來源（Provenance）：在活動行為中，產生、累積、維護和使用文件的
組織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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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權威控制項（Authority Control Area） 

1.1辨識碼（Identity Code） 

目的：去確認單位在產生權威款目上的責任，並確認此紀錄的唯一性。 

規則：紀錄國碼必須與最新版本的「ISO3166–國家名稱代碼」一致，
而產生檔案權威記錄的單位代碼則要與國家或國際的單位代

碼標準一致，依循單一權威款目標準表 1。  

檔案權威款目的產生者是一個國際組織，提供組織性的標準表

取代國碼。 

國碼舉例： 

Alpha-2 code Alpha-3 code  

AU AUS （Australia） 

SE SWE （Sweden） 

ES ESP （Spain） 

FR FRA （France） 

GB GBR （United Kingdom） 

US USA （United State） 

CA CAN （Canada） 

MY MYS （Malaysia） 

 

舉例 

GB/NRA/1 （國碼 / 機構碼 / 辨識碼） 

即 （英國 / National Register of Archives / 1） 

（For an entry supplied by the UK National Register of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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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檔案權威記錄類型（Type of Archival Authority Record） 

目的：說明款目是針對團體、個人或家族。 

規則：記錄權威記錄的類型，例如：（1）團體，「名稱：團體」；（2）
個人，「名稱：個人」；（3）家族，「名稱：家族」。 

1.3權威款目（Authority Entry） 

目的：針對團體、個人或家族產生一個標準化的檢索點。 

規則：記錄團體單位、個人或家族名稱的標準形式，必須與產生權威

記錄的單位所使用的國家或國際性習慣或規則一致。在 3.2 中
這些規則會詳細說明。 

舉例一：團體機構 

依據 AACR2R、APPM、RAD制定，如下所示。 

名稱附屬項目（Name subelements）： 

團體機構名稱（Name of corporate body） 

領土權威名稱（Name of territorial authority） 

附屬機構名稱（Name of subordinate body） 

辨識詞（Qualifiers）： 

  地理名稱（Geographic name） 

  日期（Date） 

  數量（Number） 

  團體類型、領土權威類型（Type of body, type of territorial autyority） 

  其他辨識詞（Other qualifier） 

附註：團體機構可以應用在其他款目，如：州、州的部門、商業與機

構、會議、展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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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British 
Columbia. 

Royal Commission on 
Forest Resources 

（1955-1957） [RAD, AACR2]

省名 機構名 日期 （辨識詞） 

 

 舉例二： 

 個人（Persons） 

 名稱附屬項目（Name subelements）： 

  名字（Forename or given names） 

  家族、堂號（Patronymic） 

  姓氏（Family name, including prefixes and compounds） 

  綽號（Sobriquet） 

  時代名稱（Dynastic name） 

  其他名字（Other names） 

 附加名稱（Additions to name）： 

  貴族、爵位、尊稱等名稱（Title of nobility, honour, address, etc） 

  出生、死亡等日期（Dates of birth, death, etc） 

  其他（Other additions） 

 例：Nobel, Alfred, 1833-1896 [URS, Sweden] 

姓    名   生卒年 

 

 舉例三： 

 家庭（Family） 

依據英國國家檔案委員會 1996年草擬的個人、地方與團體名稱，如下
列附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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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Name） 

家族（Epothet（=’family’）） 

名稱或職業（Title or occupation） 

區域名稱（Territorial description） 

1.4 並列款目（Parallel Entry） 

目的：在權威款目有其它語言或手寫格式產生時，去說明任何標準化

選擇性的檢索點。 

規則：記錄並列款目必須與產生權威記錄的單位所使用國家或國際性

習慣或原則一致，包含任何必要的次級項目及原則或習慣需要

的限制詞。在 3.2中這些原則會詳細說明。 

 

1.5非選用詞目（Non-preferred Terms） 

目的：去連結那些未被選擇為權威款目的團體、個人或家族名稱或名

稱格式，可做為「見」（see）。 

規則：記錄被決定為非常用詞的名稱或名稱格式時，應與產生權威記

錄的單位所使用的國家或國際性習慣或原則一致。在 3.2 中這
些原則會詳細說明。 

 例： 

非選用詞目 參照 權威款目 

Three Mile Island Commission

三哩島委員會 

see 

見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Accident at Three Mile Island 

三哩島附總統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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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相關權威款目（Related Authority Entry） 

目的：連結這個權威記錄到其它的權威記錄，可做為「參見」（see also）。 

規則：記錄每一個相關權威記錄的權威款目時，要依據產生權威記錄

的單位所使用的國家或國際性相關權威記錄規則。在 3.2 中這
些原則會詳細說明。 

例： 

第一個款目 參照 第二個款目 

Canada. Dept. of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RAD, AACR2] 

see also

參見 

Canada. Dept. of Manpower and 
Immigration [RAD, AACR2] 

 

2. 資訊項（Information Area） 

目的：描述團體、個人或家族在權威款目中的名稱 。 

規則：記錄相關的資訊，在下列的項目中詳細說明，依據產生權威記

錄的單位所使用的國家或國際性習慣或原則。而這些習慣或原

則可以說明最少需求的項目及它們可能如何被架構。 

選擇性的，在敘述性格式中提供資訊。 

註記： 

–在檔案人員的註記（見 3.1）中說明資訊的來源。 

–避免重覆，任何建立在依據 ISAD（G）的檔案描述下的相關資訊，
或分開儲存於檔案中或系統中記錄的前後次序，可以針對此目的直

接使用。 

–在不同領域的項目中不要重覆資訊內容，除非必要。 

表 2.1列出資訊領域中的項目，有關團體、個人或家族的權威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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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團體、個人或家族權威記錄表 

2.1 團體名稱（corporate 
Body） 

2.2 個人（Person） 2.3 家族（Family）

2.1.1 法定編號 2.2.1 （未使用） 2.3.1 （未使用） 

2.1.2 名稱 2.2.2 名稱 2.3.2 名稱 

2.1.3 發生日期和地點 2.2.3 發生日期和地點 2.3.3 發生日期和地點

2.1.4 處理業務地點 2.2.4 地點或居住地 2.3.4 地點或地理區域

2.1.5 法律地位 2.2.5 國籍 2.3.5 國籍 

2.1.6 法令、功能與業務 2.2.6 職業領域 2.3.6 職業，活動區域

2.1.7 行政架構 2.2.7 （未使用） 2.3.7 家譜、譜系 

2.18 關係 2.2.8 關係 2.3.8 與其它家族、個
人或團體的關係

2.1.9 其它重要資訊      2.2.9 其它重要資訊 2.3.9 其它重要資訊 

 

2.1團體名稱（Corporate Bodies） 

2.1.1 法定編號（Legal numbers） 

任何法定的編號，適合確認在國家中的團體。而此法定編號是由公

共權威單位所分配的（如：公司登記號），使用的號碼有一定的限制

性。 

例：00121 

（UK company registration number for the UK entry: British India 
Steam Navigation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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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名稱（Names） 

團體為人所知的名稱，除了被使用在權威款目中。 

a. 相同名稱的其它格式 

b. 其它名稱，例如隨著時間所改的名稱。 

2.1.3現有日期和地點（Dates and places of existence） 

包含了設立、解散、核準立法的日期和地點。並列日期的使用，其

記錄也是依據國家的習慣和原則。在 3.1中會詳細說明。 

2.1.4業務地點（Business location） 

團體機構處理業務的地點。 

2.1.5 法律地位（Legal status） 

團體在合法情況下的資訊，例如私立、公立、半私立，若有需要，

則包括國營團體。 

2.1.6 管轄、功能和活動區域（Mandate, functions and sphere of activity） 

在團體權威資訊中針對其權力、功能、職責或活動區或的詞語，包

含區域的及任何相關文件說明。包含任何在相關日期中的重大改變。 

2.1.7 行政架構（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有關團體內部架構的資訊及對其執行任務方法的重大了解。 

2.1.8 關係（Relationships） 

團體與其它團體機構、家族或個人之關係。必須記錄二個重點，相

關資訊的種類及相關的日期。 

2.1.9 其它重要資訊（Other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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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個人（Persons） 

2.2.1 （未使用） 

2.2.2 名稱（Names） 

個人為人所知的名稱，除了使用在權威款目中的之外。 

a. 同樣名稱的其它形式。 

b. 其它名稱，例如每隔一段時間日期名稱的改變，包含筆名、未婚
的名稱。 

c. 名稱及置於名稱之前和之後的稱謂，例如貴族的稱謂，或尊稱。 

2.2.3 現有日期和地點（Dates and places of existence） 

包含了出生、死亡或在世、盛世的日期。以限制詞詳細說明每一個

日期及地點的前後關係，若有並列日期時，則可以依據習慣和原則

來記錄。在檔案人員的註記中會詳細說明。 

2.2.4居住地（Places and/or geographical areas of residence） 

有關個人居住區域的地點。以限制詞詳細說明地點的前後次序。 

2.2.5 國籍（Nationality） 

有關個人的國籍或公民身份，及相關地。 

2.2.6 職業及活動區域（Occupation, sphere of activity） 

有關個人的職業和工作的資訊。個人所參與、進行的活動地點；此

項目也可能被使用在重大成就的資訊中，包含受人尊敬及受人贊賞

的事。也要包含日期和地點。 

2.2.7 （未使用） 

2.2.8 關係（Relationships） 

將個人連結到任何有關的團體、其它個人或家族的資訊中。 

2.2.9 其它重要資訊（Other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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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家族（Families） 

2.3.1 （未使用） 

2.3.2 名稱（Names） 

家族為人所知的名稱，除了使用在權威款目之外的。 

a. 同樣名稱的其它形式。 

b. 其它名稱，例如隨著時間而改變的名稱。 

c. 名稱及前後的稱謂，如貴族稱謂，或同一家族中接續的尊稱。 

2.3.3 現有日期和地點（Dates and places of existence） 

以限制詞來說明每一個日期和地點的前後次序。若有並列日期時，

則可以依據習慣和原則來記錄。在檔案人員的註記中會詳細說明。 

2.3.4 地點與地理區域（Places and/or geographical areas） 

有關家族存在區域的資訊，土地所有權等等。以限制詞詳細說明地

點的前後次序。 

2.3.5 國籍（Nationality） 

有關家族國籍或公民身份的資訊，及相關地。 

2.3.6職業與業務（Occupation, sphere of activity） 

有關家族的職業和工作的資訊。家族所參與、進行的活動地點；此

項目也可能被使用在重大成就的資訊中，包含受人尊敬及受人贊賞

的事。也要包含日期和地點。 

2.3.7 家系或家譜（Family tree） 

以適合的圖表來說明家族成員之間的內部關係。 

2.3.8 關係（Relationships） 

連結家族和其它家族、個人或團體的資訊。 

2.3.9 其它重要資訊（Other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25

3. 附註項（Note Area） 

3.1 檔案人員的附註（Archivist’s Note） 

目的：描述權威記錄如何被建立。 

規則：包含建立權威記錄來源及其他參考資源的附註，及有關權威資

料維護資料。 

3.2 規則或慣例（Rules or Conventions） 

目的：確認在產生權威資訊時所依循的國家或國際性習慣或原則。 

規則：記錄依循的習慣或原則。 

3.3 日期（Date） 

目的：說明紀錄何時產生。 

規則：記錄款目產生或修正的日期。 

 

 （四）附註 

1.若已發展有國際標準權威資料號，則此號碼可做為定義碼。當依據
ISO3166使用國碼時，可選擇國名字母的前二碼或前三碼，只要全國使
用一致即可。 

2.因為權威款目的格式是依據規則和慣例的使用，其縮寫引證則依括弧中
的例子。例中括弧的部分並非是款目的部分，但卻應該被註記在 3.2：
原則和習慣的這個項目中。 

3.在一些例子中，有些國家很明顯地有超過一種的法定語言，負責權威記
錄的單位，可以建立多種權威款目的選擇格式，以易於了解並列或相同

的情況。此種情況通常發生在團體名稱的法定名稱有多種語言或字體格

式時。在這些例子中，單位可以產生多個權威記錄，在不同的語言或字

體時，使用不同的名稱格式做為權威款目。若不屬這些例子，別種語言

或字體的名稱可以放在非常用詞中。 

4.所有針對一樣實體或在 1.3 的例子中出現的款目都是並列款目。在 1.3
並列款目參照的例子中，原則後圓括弧中的號碼是說明例子中的實體

的。 

5.依據國際規則或慣例，改變的名稱要成為一個新的款目，使用 2.1.8來
記錄此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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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灣地區檔案名稱權威檔建置之現況分析 

第一節  國內圖書與檔案權威檔建置現況 

一、國內圖書與檔案權威檔建置現況 

（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數位典藏計畫包含了多個專門
學術領域的結合，其所典藏的內容各有不同的特殊性，在描述上也就有其不

同的需求，而針對其不同的資訊描述內容，在詞彙控制上也有不同的要求。

因此，史語所嘗試結合各種領域，訂定人名權威檔的著錄通則，並針對以明

清兩代檔案為主之內閣大庫檔案，建立明清人名檔案，建立之完整款目已有

數百筆。 

（二）國立故宮博物院 

由於史語所藏明清內閣大庫與故宮所藏清代檔案同屬清廷官方文書，且

兩者皆為典藏清代檔案的主要機構，因此在國科會國家數位典藏計畫中，圖

書文獻處即與史語所合作「清內閣大庫國家數位典藏專題計畫」，共同建立

合乎世界標準的檔案著錄格式與權威檔，藉以提升故宮清代檔案數位化資料

庫的質量與有效檢索率，以及推動檔案數位化典藏之工作。（註1） 

（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之館藏，以外交檔案為該館現存各類檔案中年

代最久，史料價值高之檔案；另經濟部門檔案涵蓋時間則從 1950年代至 1970
年代，為研究臺灣戰後經濟發展極重要的資料。近史所檔案館對於「外文經

濟重要檔案數位典藏計畫」中所建立的權威檔包括關鍵字的設定、相關

資料的搜集、主題權威檔的建立等等，對資料系統之檢索、管

理及分析。目前近史所檔案館已建立人名權威控制基本款目一千多筆。 

（四）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淡新檔案》由於內容龐雜，卷秩浩繁，所以必須分類整理才能便於利

用。民國 75年（1986）戴炎輝教授將淡新檔案全數移交給臺大圖書館特藏
組珍藏，戴教授並以法律的觀點，整理出「淡新檔案分類表」，先分為行政、

民事、刑事三大編，編之下依序再分為類、款、案、件。整理的工作起初由

臺大歷史系負責，自民國 82至 84年，以三年的時間出版《淡新檔案》一至
四冊，目前則移回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負責，並已針對淡新檔案行政

篇之檔案做索引典。（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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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與臺灣大學圖書館於 1998 年起共同成立合作建置中文名稱
權威資料庫建置小組。截至 2001年 3月底，已建立 36萬餘筆人名及團體名
稱權威記錄，置於「全國圖書資訊網路系統」。此中文名稱權威資料庫，以

中國編目規則為規範，並以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記錄，所著錄之範圍為圖

書之中文人名與中文團體名稱。（註3） 

 

目前各單位建構權威檔所使用之系統，除臺灣大學圖書館是使用

INNOPEC系統外，其餘單位均使用大鐸系統建置資料庫。 

為了解國內圖書與檔案典藏單位對檔案文獻進行權威檔建置形情，研究

小組製作一分調查問卷（附件一），對目前參與國家數位典藏計畫的單位，

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近代史研究所（以下

簡稱近史所）、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

圖）、國史館、臺灣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台大）等單位作一問卷調查，國

圖、台大屬圖書典藏單位(註4)、故宮、史語所、近史所、國史館均屬檔案
典藏單位。其中國史館（包括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該會於九十一年一月一日

起改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於九十一年才正式加入數位典藏計畫，而九十年

即參與典藏計畫的省文獻會亦尚未規劃權威檔的製作，因此訪談紀錄雖有國

史館，但不列入問卷分析中。 

 

二、問卷內容分析 

（一）關於權威檔的建置 

1.是否進行權威檔建置作業 

各圖書檔案典藏單位目前只針對人名進行權威檔建置。圖書典藏單位有

關人名權威已建立一套共通的規範，資源亦可彼此分享，檔案典藏單位

為因應九十年度國家數位典藏計畫，參加該計畫的單位如中央研究院史

語所、近史所、國立故宮博物院才開始規劃檔案的人名權威控制。其餘

檔案典藏單位均未建置。 

2.對何種類型的資料進行權威檔的建立 

圖書館界主要針對圖書建置人名權威檔，檔案單位如中央研究院及故宮

數位典藏計畫，針對檔案進行的人名權威檔的建置，但仍在起步階段。 

3.權威記錄類型 

國內目前無論圖書或檔案典藏，均以建置人名權威檔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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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權威檔建立之目的 

無論圖書典藏單位或檔案典藏單位建立權威檔的首要目的是利用權威

控制，提高檢索查尋之準確率。除提高檢索查尋之準確率的階段性目

標，中研院史語所和故宮針對明清檔案中提案人作履歷背景完整的著

錄，建立明清人名資料庫。 

 

（二）權威檔規劃 

1.選定資料中何種資訊項作檢索點（Access Points） 

圖書典藏單位以圖書之作者及書目標題中的人名作權威控制款目；檔案

典藏單位以文件產生者作權威款目。 

2.如何訂定權威主檔與資訊描述檔的著錄款項，其主導人員之背景 

圖書典藏單位以圖書資訊領域人員為主；檔案典藏單位多由史學背景人

員及圖書資訊人員合作訂定。 

3.訂定權威檔所依循之標準 

圖書典藏單位依循中國編目規則，並採用 CMARC或 USMARC。 

檔案典藏單位目前由中研院史語所主導，參照國內外各種標準訂定「明

清檔案人名權威檔」著錄規格書。 

4.是否訂定規範書及作業流程圖 

圖書典藏單位權威檔的建置已有明確的規範及流程。 

檔案典藏單位權威檔的建置仍處起步階段，目前中研院史語所有訂定相

關規範及流程圖。 

（三）權威檔建立之人力資源調查 

1.參與規劃的人員及其學科背景 

圖書典藏單位以圖書資訊人員為主。 

檔案典藏單位以史學背景人員為主。 

2.著錄人員的學科背景，如何訓練？ 

著錄人員在圖書典藏單位以圖書資訊人員為主；檔案典藏單位由歷史

相關科系人員負責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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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錄人員的訓練，圖書典藏單位多依循中國編目規則，有一套共通標

準，所建立的權威檔亦可資源共享，工作人員只要依標準程序作業，

不需作太多的訓練。檔案典藏單位著錄人員除必須對檔案特性加以了

解外，著錄作業需隨時參照相關的史學工具書，因此由檔案相關學科

人員較易上手。 

3.如何進行校正工作？ 

無論圖書館或檔案單位均將資料以報表列印校對。 

（四）各單位權威檔建立之現況 

1.目前權威檔已建立多少款目？所費時間？ 

圖書典藏單位權威檔的建置已行之多年，建有數十萬筆資料。 

檔案典藏單位由於除台大淡新檔案作了少數索引典，其他單位均因應

2001年的數位典藏計畫才開始規劃，目前只有史語所建置的明清人名權
威檔完整款目數百筆，近史所建立人名檢索點一千多筆。 

2.預計建立多少筆數？預期完成時間 

圖書典藏單位隨書籍的發行量不間斷建置。 

檔案方面為數位典藏計畫之一環，多以五年計畫為時限，史語所以 5000
筆為目標，近史所則視外交檔案文件產生者及收文者的筆數而定。 

3.使用之系統 

除台大使用 INNOPEC，其他單位目前均使用大鐸系統。 

4.所遭遇之困難 

圖書典藏單位所遭遇的困難多為標目取捨困難及作者身分難以判斷。 

檔案典藏單位由於權威檔為檔案之新領域，目前國內尚未有一標準的

規範，短時間內較難有顯著效果。 

（五）建議或補充事項 

1.對於國內其他檔案館建立權威檔之建議 

作好事先規劃及流程設計才能事半功倍；建立共同標準，以利資源整合。 

2.對本研究計畫之建議 

提供權威檔的相關標準研擬外，亦可建立一工作流程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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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單位權威檔著錄欄位分析 

一、國內人名權威檔與 ISAAR（CPF）人名權威檔之比較 

由於各圖書典藏單位及檔案典藏單位所進行的權威檔，仍以人名權威檔

為主。茲將國內已有權威檔建置單位之權威著錄欄位與 ISAAR（CPF）人名
權威著錄款項作一比較，見表 3.1。 

表 3.1 國內人名權威檔與 ISAAR（CPF）人名權威檔之比較表 

ISAAR(CPF) 史語所 故宮 近史所 台大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姓名(姓、名) 姓名(姓、名)

朝代 

中曆、西曆 

姓名(姓、名) 權 威 款 目

（100）、 
本名、室名、

別號、筆名、

諡號、封號、

廟號、譯名 

異名(類別、名
稱、出處) 

異名(類別、名
稱、出處) 

異名(類別、名
稱、出處) 

筆名、字、號 

漢語拼音著錄

（400） 

 

名稱(註5) 

   英文名（500）  

日期(生卒年) 生 卒 年 ( 中
曆、西曆) 

中曆、西曆（著

錄於姓名欄）

 

 生卒年（678） 生卒年 (姓名
相同者) 

地點居住地 籍貫(原名、今
名) 

籍貫(原名、今
名) 

 籍貫（678） 籍貫 (朝代相
同者) 

國籍 朝代 

中曆 (起訖朝
代、帝號、年

號、年月日) 

西曆 (起訖日
期) 

朝代 

（著錄於姓名

欄） 

朝代   

職業 職銜 (職銜、
任期、出處) 

職銜 (職銜、
任期、出處) 

職銜 (職銜、
任期、出處) 

 

職業（678） 職稱 (朝代相
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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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隸屬關係（隸

屬人姓名、隸

屬關係） 

關聯    

其他重要資

訊 
     

 傳略(引文、出
處) 

傳略(引文、出
處) 

   

 學歷(年號、學
歷 

、備註) 

學歷  學經歷（678） 別號 (朝代相
同者) 

 專長 專長  專長（678） 專長 (朝代相
同者) 

 著述(作品、版
本) 

著述  參 考 資 料 來

源？依據書目
的名稱 

著錄名稱 

題名、作者之
來源書籍 

 

 影音資料 (路
徑、檔名、副

檔名) 

    

 記錄編號     

 一致性資源識

別號 
一致性資源識

別號 
   

 歷史管理記錄

(建檔者、建檔
日 期 、 更 新

者、更新日期

及時間) 

    

 

 

 



 33

國內人名權威檔著錄格式大體可以分為以國圖為標準的圖書典藏單位

及以中研院史語所為標準的檔案典藏單位。茲就兩大系統與 ISAAR（CPF）
各著錄款項作比較分析： 

(一)個人名稱：均指向權威控制名及其他形式名稱，唯故宮將人名之年代置
於名稱欄；台大在名稱欄中特別標有漢語拼音及英文名。 

(二)存在的日期：均指該人名之生卒年，同時標明中西曆。 

(三)地點與/或地區：ISAAR（CPF）指有關個人居住區域的地點，國內單位
所指為該名之籍貫。 

(四)法定地位：ISAAR（CPF）的欄位是「法定地位」，在此指有關人名的國
籍或公民身分及相關地，國內檔案典藏單位對國內的歷史檔案並無需要

國籍一欄，可將其應用到朝代欄。 

(五)職業：ISAAR（CPF）指有關個人的職業和工作的資訊。個人所參與、
進行的活動地點。此項目也可能被使用在重大成就的資訊中，包含受人

尊敬及受人讚賞的事。也要包含日期和地點。此欄可對應到國內典藏單

位的職銜欄，即該員於各項職場上不同階段的職銜名稱及每一個職銜所

涵蓋的起迄時間。 

(六)個人關係：ISAAR（CPF）是指可將個人連結到任何有關的團體、其它
個人或家族的資訊中。國內典藏單位目前只有史語所標註此欄位，指向

被著錄者之重要相關人姓名及其與被著錄者之隸屬關係，如曾紀澤的權

威資料在關係欄中會註明曾國藩，兩者之關係為父子。 

(七)其他有意義的資訊：ISAAR（CPF）為補充說明，國內典藏單位如史語
所另加註明的欄位有傳略（引文、出處）、學歷（年號、學歷、備註）、

專長、著述（作品、版本）；國圖對圖書作者也列有學經歷、專長及相

關考書目。 

 

從上述欄位，可以看出以 ISAAR（CPF）為基礎的著錄欄位，無論圖書
或檔案典藏單位均可有相對應的欄位，而圖書單位所列的著錄款目很明顯地

是為了達到權威控制之目的，因此特別重視各類別名的著錄如國圖在名稱爛

中標明：本名、室名、別號、筆名、諡號、封號、廟號、譯名；若出現同名

同姓者則進一步以生卒年、籍貫等區別之。 

檔案典藏單位的人名權威檔除近史所階段性只進行文件產生者、受文者

檢索點，史語所及故宮企圖藉由人名權威控制，進而建置一個「明清人名」

資料庫。而此資料庫將來可作為整理、研究或利用明清檔案之共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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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圖書典藏單位及檔案典藏單位人名權威檔之比較 

（一）權威款目的選擇 

圖書典藏單位很清楚是以作者及書目標題或是關鍵詞作權威款目；檔

案典藏單位可針對後設資料的某些欄位作為權威款目，如文件產生者、題

名、描述欄、相關欄等，可視檔案的特性及利用的方向作不同的選擇。 

 
（二）圖書單位的權威控制是為解決檢索問題 

圖書典藏單位的人名權威欄位大致為名稱（別名參照）、時間（朝代、

生卒年）、國籍貫（籍貫）、職業（專長），但主要著錄欄為名稱欄，以作為

別名的參照，一旦同名同姓者，則需著錄時間欄以區別之，若同一朝代，則

著錄其職業以區別。如： 

（漢）蔡邕（圉人） 

（漢）蔡邕（上虞人） 

林明德（文學） 

林明德（史學） 

因此圖書人名權威檔的欄位資訊是用來區別同名同姓者，基本上還是回

歸到解決檢索時的別名或同名參照的問題。 

 
（三）檔案的人名權威檔是檔案使用者的工具書 

檔案的人名權威檔，以史語所為例，其欄位訂定如表 3.2。 

表 3.2：中研院史語所的人名權威檔 
姓名: 
中曆生卒: 
西曆生卒: 
異名: 
籍貫: 
傳略: 
學歷: 
職銜: 
著述 
隸屬 

明清檔案的人名權威檔除了為解決檢索中別名參照的問題，還對個人作

細部的履歷著錄，已從單純的人名權威控制進一步發展為人名資料庫。換言

之，此資料庫已非單純只提供給編目人員作為人名辨別的資訊，而是提供檔

案使用者了解檔案中人物的背景工具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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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檔案典藏單位權威檔建置所面臨的問題 

由於檔案為手稿型式，檔案影像製作只能作成數位化的圖檔，無法進

行全文檢索，檔案的檢索必須經由檔案的資訊、描述檔案的資訊及檢索點。

國內檔案典藏單位所進行的多為檔案的資訊，也就是一般的檔案目錄，其中

所提供的檔案的基本資訊，大致包括檔名、類別、題名、時間等等，這些簡

單的訊息是無法反應檔案的內在訊息，因此必須進而建立描述檔案的資訊，

也就是後設資料（Metadata），讓使用者得到更正確、有效的資訊，並藉由
標準的規格達成資料庫交換的資源共享價值。 

檔案中許多原始資訊在產生時，因時間、空間及其他因素，會以不同

的字彙代表相同涵意，而日後的檢索中使用的檢索詞彙並非當初記錄時使用

的詞彙，而無法得到正確的資訊。因此在進行檔案描述時必須注意到別名的

參照問題。權威控制主要是對每一個檢索款目，包括個人名稱及團體名稱、

題名、標題等進行一致性建立參照的工作，使得目錄上所有的檢索皆具有唯

一性，不會產生混淆，同時又能使這些款目有關的名詞產生關聯性，讓使用

任何一個名詞查尋，皆可獲得完整的資料。(註6)綜觀國內檔案典藏單位，
進行權威檔建置所面臨的問題包括以下問題： 

一、檔案描述及後設資料庫的標準尚未建立 

圖書典藏單位已發展成熟的著錄規則，編目描述系統或採用 USMARC
或採用 C-MARC，並依此而建立「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作為國內各圖
書館、資料單位及國際間機讀式權威記錄之交換。圖書從著錄到系統各單位

有共同的標準可依循，很容易建立交換的機制。反觀國內檔案典藏單位，多

停留在檔案的資訊描述（即目錄的編製），唯少數進行數位典藏計畫的檔案

單位開使進行描述檔案的資訊，也就是後設資料庫的建置，但由於檔案描述

規範尚未建立，各單位對檔案的描述項目不一，欄位定義不明，所尋的標準

也還未統一，而權威控制是針對檔案描述的資訊進行詞彙控制。因此，檔案

界必先建立檔案的描述規則，進而發展可與國際接軌的後設資料，才能進一

步發展權威記錄著錄標準。 

 
二、權威款目的選擇 

  權威檔在描述系統中，是藉由系統連結與指引功能、辦識匿名作者及追

蹤名稱的各種更替情形，並能將相關主題、作者聚集一處，維護資料庫中檢

索項詞彙型式的一致性，以提高準確的檢索率，因此進行權威控制的第一步

就是選擇權威款目以作為檢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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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的權威款目多半為作者及書目標題。檔案不同於圖書的單一性，不

同性質檔案有不同特殊性，在描述上就有不同的需求，針對不同資訊描述內

容，所選擇的控制詞彙就不同，檔案中所選擇的控制詞彙意味著該詞彙在檔

案中的重要性。例如，史語所的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提奏人在事件中是主要

的關係人之一，是檔案的一個重要資訊項，因此提奏人在檔案中就成為重要

的描述項，在檔案資訊中為重要的檢索點。因此，就明清內閣檔案而言會以

提奏人作為權威控制項，進而建置其權威檔。近史所外交檔案以外交部的來

文、受文機關及人名作檢索點。文件產生者在檔案中代表的意義為事件的承

辦人或主要關係人，常為檔案的檢索點。但除了文件產生者外，檔案中其他

資訊項也可以作為重要的檢索點，以二二八事件的檔案為例，一般利用二二

八檔案者除了研究事件的原委過程外，其所記載關於通緝名單或逮捕名單，

常為研究者或家屬們關注的焦點，而這些事作相關人名多只出現在檔案內文

中，在進行檔案描述時，必須將這些人名列在某一個描述欄位中，進而才能

成為有效的檢索點。換言之除了文件的產生者外，其他的描述資訊也可能成

為查尋檔案重要的檢索點，因此選擇檔案那一描述欄進行權威款目，必須先

分析檔案的特性及使用者的需求。 

 
三、權威檔欄位訂定的標準化 

款目選擇後，對於款目的欄位的訂定因功能需求及典藏領域或典藏品的

差異而有不同。ISAAR(CPF)列有相關權威款目的基本欄位，其中名稱欄為
權威款目的別名參照，此欄為最基礎的權威控制資訊，目前近史所進行的外

交檔案即對文件的收發文欄作權威控制。而史語所的「明清檔案人名權威檔」

是以明清檔原件中所記載之人名為主要著錄來源，除了目前史語所、故宮所

典藏之明清檔案，日後則擴及明清檔案關範。該資料庫所列欄位除了

ISAAR(CPF)列有的基本欄位外，另列有傳略(引文、出處)、學歷(年號、學
歷、備註)、專長、著述(作品、版本)等欄位。以下以曾國藩為例： 

姓名: (清) 曾國藩  

中曆

生卒: 
嘉慶 16年-同治 11年  

西曆

生卒: 
1811-1872 ; 曾國藩; 曾伯涵 ; 曾滌生; 曾子城; 曾文正; 求闕齋 ; 養德
養身綿綿穆穆之室  

異名: 異名 出處 

(字) 伯涵  清史館傳稿 ,6856號 

([字]) 滌生  清史館傳稿 ,794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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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名) 子城  清史館傳稿 ,7942號 

(諡) 文正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室名) 求闕齋  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下) ,1475 

(室名) 養德養身綿綿穆穆之室  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下) ,1475 

   
籍貫: 湖南-湘鄉  

傳略: 引文 出處 

曾國藩�曾國藩湖南 �…  清史列傳 ,45卷 ,11-24

黎庶昌�曾太傅毅勇侯別傳�公諱國藩， �…  
廣清碑傳集 ,12
卷 ,809-817 

李鴻章 � 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
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聖清受命二 �…  

續碑傳集 ,1冊 5
卷 ,276-282 

燾撰郭嵩劉蓉製銘�太傅武英殿學士兩江總督一

等毅勇侯曾文正公墓誌銘�同治十有一 �…  
續碑傳集 ,1冊 5
卷 ,282-287 

朱孔彰�曾文正公別傳�曾公國藩字 �…  
續碑傳集 ,1冊 5
卷 ,287-309 

曾國藩列傳�曾國藩列傳�曾國藩湖南 �…  清史館傳稿 ,661號 

曾國藩列傳�曾國藩列傳�曾國藩湖南 �…  清史館傳稿 ,1510號 

王樹　輯�曾國藩子紀澤�曾國藩子紀澤列傳�曾

國藩字伯 �…  
清史館傳稿 ,6856號 

馬其昶擬�曾國藩子紀澤�曾國藩列傳�曾國藩初

名 �…  
清史館傳稿 ,7942號 

[內容：同 清史館傳稿 6856號 �]  清史館傳稿 ,6894號 
 

學歷: 道光 14年舉人 ; 道光 18年進士  

職銜: 職銜 任期 出處 

庶吉士 道光 18年-道光？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檢討 道光 20年-道光 23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四川鄉試正考官 道光 23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侍講 道光 23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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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淵閣校理 道光 23年-[道光 24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侍讀 道光 24年-道光 25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會試同考官 道光 25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右庶子 道光 25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左庶子 道光 25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侍講學士 道光 25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日講起居注官 道光 25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文淵閣直閣事 道光 26年-[道光 27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內閣學士 道光 27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禮部侍郎銜(內閣學
士兼) 

道光 27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稽察中書科事務 道光 28年-道光 29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禮部右侍郎 道光 29年-咸豐 2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兵部左侍郎(署) 道光 29年-道光 30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工部左侍郎(署) 道光 30年-咸豐 1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刑部右侍郎(署) 咸豐 1年-咸豐 2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順天武鄉試正考官 咸豐 1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吏部左侍郎(署) 咸豐 2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江西鄉試正考官 咸豐 2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湖北巡撫(署) 咸豐 4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兵部侍郎銜 咸豐 4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兵部右侍郎 咸豐 5年-咸豐 7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兵部尚書銜 咸豐 10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兩江總督(兵部尚書
銜署理) 

咸豐 10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兩江總督 
咸豐 10年；同治 1年-同
治 4年；同治 5年-同治 7
年；同治 9年-同治 11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欽差大臣 咸豐 10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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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少保 咸豐 11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協辦大學士 同治 1年-同治 6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太子太保 同治 3年-同治？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一等毅勇侯 同治 3年-同治？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大學士 同治 6年-同治 11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體仁閣大學士 同治 6年-同治？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雲騎尉世職 同治 6年-同治？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武英殿大學士 同治 7年-同治 11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直隸總督管巡撫事 同治 7年-同治 9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內閣大庫檔案  ,058674
號 

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辦理南洋通商事務
大臣) 

同治 9年-同治 11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太傅(追贈) 同治 11年- 清史館傳稿 ,661號 
 

著述: 讀儀禮錄 1 卷; 曾文正奏稿 32 卷; 求闕齋讀書錄 4 卷; [日記類鈔 2
卷][日記 10 卷][求闕齋日記類鈔 2 卷] ; [曾文正公文集 4 卷][文集 4
卷][文集 3卷] ; [曾文正公詩集 3卷][詩 2卷] ; [經史百家雜鈔 20卷/曾國
藩編][經史百家雜鈔 26卷] ; [經史百家簡編 2卷/曾國藩編][簡編 2卷] ; 
鳴原堂論文 2 卷/曾國藩編 ; [十八家詩鈔 20 卷/曾國藩編][十八家詩鈔
28 卷/曾國藩，王定安同編]  ; 湘軍水陸戰紀 16 卷  ; 勸誡淺語 1
卷  ; 長江圖說 12 卷  ; [曾文正公書札 33 卷][書札 32 卷][書札 33
卷] ; [曾文正公批牘 6卷][批牘 6卷] ; [曾文正公雜著 4卷][雜著 2卷] ; 
三十家詩鈔 6卷  ; 奏議 32卷  

隸屬: 曾玉屏 (祖父); 曾麟書 (父); 曾國菳 (弟); 曾貞幹 (弟); 曾紀澤 (子) ; 
曾紀鴻 (子) ; 曾廣鈞 (孫) ; 曾廣鎔 (孫) ; 曾廣銓 (孫) 

資料來源：史語所大鐸系統http://140.109.138.5/ttsweb/sncmin.htm 

 

此人名權威檔的著錄架構可分為權威控制領域，著錄權威款目並提供與

其他款目的連結；另一為資領域，著錄有關於權威款目中定義的個人相關資

訊。(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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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淡新檔案為例，淡新檔案內容為清代臺灣淡水廳、台北府與新竹縣

之行政、司法、經濟、社會、農務等資料。淡新檔案既是官署檔案，內容涉

及到官員與行政機關、一般民眾的陳情等。台大數位博物館對淡新檔案所設

計的索引典詞彙類別包括人名、官名、官府名、文書格式。（註8）以人名為
例，所擇人名除具有官銜者亦包括檔案中之業主、佃戶、稅差等市井小民。

淡新檔案的人名著錄格式容後再議（見本節第七部分），若以明清人名資料

庫的模式來套用淡新檔案，對一般市井百姓作完整的履歷敘述是無助於使用

者的研究利用，使用者所關注的是這些人在各個案件中的角色，若能描述出

這些人物在檔案事件中的人、事關係，反有利於使用者對檔案的利用，因此

淡新檔案不僅文件的產生者作人名檢索點，更對每一個案件中的人名作字詞

間的等同關係、階層關係與聯想關係的描述。 

  史語所明清內閣大庫檔案與台大淡新檔案雖同屬於清代官方檔案，但一

為中央檔案，一為地方檔案，二者性質截然不同，使用角度也不一樣，所建

立的人名權威檔的方向自然也不同。因此，檔案是否有建立標準權威檔的可

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四、檔案的數量龐大，樣式多元，建立權威檔耗時耗力 

檔案數量龐大，一份全宗檔案可由數萬筆到數十萬筆文件組成，同一

個產生者會以不同的型式出現在文件中，但只會有一筆權威記錄。以近史

所外交檔案為例，九十年度數位典藏計畫近史所完成外交檔案文件 26,271
筆，建立人名索引點 1,019筆、機關索引點 935筆、職銜索引典 361筆。
一份全宗檔案即使剔除重複的人名，至少需要作數萬筆人名權威記錄，一

筆記錄相當於一本圖書資料，由此可知檔案的權威記錄其數量遠超過圖

書。 

   檔案是一種官方文書，中國傳統的書寫方式提到人名時很少直接指名

道姓，或只提官銜如李中堂（李鴻章），或只稱姓不稱名如北洋大臣李（李

鴻章），甚至連姓都沒有，直接稱官銜，以近史所外交檔為例，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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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中研院近史所外交檔權威記錄 

產生者 收文者 職銜權威 人名權威 

美國田使 外務部 美國公使 田貝 Charles Denby 

美國公使 外務部 美國公使 田貝 Charles Denby 

外務部 北洋大臣北洋大臣 裕祿 

總稅務司赫德 外務部 總稅務司 赫德 Robert Hart  

英國竇使 外務部 英國公使 竇訥樂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外務部 英艾署使英國署使 艾斯敦 Beilby Francis 
Alston 

英朱使 外務部 英國公使 朱邇典 John Newell Jordan 

 

產生者及收文者兩欄均照錄於原檔案，例如，同樣是田貝，在檔案中或

稱「美國田使」，或只稱「美國公使」，建檔者必須將其全名及職銜填入再由

建檔者將人名或機關名的全名及官銜全名補齊，如產者者為美國田使，建檔

者在職銜欄中填入美國公使，在人名欄中填入中英文全名。若原檔案只列官

銜，如北洋大臣，則要根據檔案的時間，考查工具書，找出當時北洋大臣的

姓名，如上表中文件只列北洋大臣，建檔者必須查考文件時間，找出當時的

北洋大臣為榮裕，這樣的工作必須逐筆進行。其次才是篩選重複人名，作出

每一個人名的別名參照表即權威控制領域，最後才是進行資訊領域的各項欄

位著錄，這樣的過程是須要花費相當的時間。 

 

五、檔案權威記錄必須參考專業工具書且須由專業人員負責 

檔案的著錄必須參考相關工具書將檔案中的隱藏性資訊描述出來，若

要進一步對權威款目作更深、更廣的資訊描述，除了原始的著錄來源外，

要參閱相關的專業書籍也就更多了，以史語所「明清檔案人名權威檔」為

例，其考證來源有「清國史傳包」、「清國史館傳稿」、「清史館傳稿」、「清

史稿校注」、「清史列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

編」、「清代職官年表」、「碑傳集」、「續碑傳集」、「碑傳集補」、「續碑傳集

補」、「碑傳集三編」、「廣清碑傳集」、「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清代碑

傳文通檢」、「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等，由此可見著錄者最好是具有該

檔案領域的專業背景，這也是檔案典藏單位對於著錄人員難尋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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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圖書的權威記錄可供資源共享，檔案權威記錄互通性有限 

由於一本書可收藏於國內外各大圖書館，為了避免每一個圖書館對相同

的書籍均要重作一次編目，國內圖書館界在建置中文名稱權威資料庫時，均

考慮館際合作、資源共享，只要建立一筆資料，編目者可以直入資料庫中節

取。然而資源共享的前題，是標準的建立，也就是各館在編目規則、權威記

錄格式及編目語言上，必須採取共通的標準（註9），這方面圖書館界已建立
成熟的機制。反觀國內檔案界無論編目規則、後設資料庫的建置，均尚未有

標準規範，就數量而言檔案是唯一性，就性質而言檔案內容具多元性。檔案

典藏的時間、空間範圍不同，所牽涉到的詞彙即有不同，如明清檔案中的人

名和民國檔案中的人名鮮少有交集，彼此所建立的權威檔是無法相互支援。

同是人名權威資料就必須再區分為明清人物、民國人物，同是清代檔案內閣

大庫與淡新檔案，典藏單位對權威檔功能需求不同，建立的權威架構就不

同。換言之，檔案典藏單位會依檔案全宗的特性建置適合其檔案利用的權威

架構。此外，檔案都是唯一性，除非歷史因素同一批檔案不應該存放在多個

檔案館（如資源委員會檔案分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館及南京

第二檔案館），檔案在描述方面並不如圖書具有資源共享的功能。因此檔案

所建置的各項權威檔，其共享性有限。 

 

七、人名索引典與人名權威檔 

淡新檔案索引典，是一種表達字詞間等同關係、階層關係與聯想關係

的辭典工具，藉由詞彙欄位與入口詞之結合，呈現某一領域的內容體系，並

可適度引導使用者連結至相關敘述語，以了解某一概念之主要意涵。（註10）
其重點在於藉由關聯功能將檔案的內在訊息彙整起來，為讀者整理了檔案內

部的相關資訊，除了可作為權威控制外，在某一層意義上，是幫助使用者解

讀史料的資料庫，其所建構的人名權威記錄，除了可作異名參照外，所著重

的是被描述者在檔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本人與檔案中其他人的關係。以

丁日昌為例，在淡新檔案中的人名索引典中，所著錄的項目包括身分（官

職）、下屬名稱及其所涉及之案件主題（註11）。 

丁日昌 
身分 福建巡撫（光 1.11.-3.7） 
身分 按察使銜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光 1.3） 
身分 學政（光 3.2.29） 
下屬 夏獻綸 
案件主題 催繳（光 11） 
案件主題 哄抬物價（光 3） 
案件主題 名單（光 1）（光 2）（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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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中人名類別中詞彙關係主要欄位要項為姓名、身分、地名、與

其他人物或組織所發生關係、主題，每一個欄位均可作多值填寫。若將這些

欄位與 ISAAR（CPF）欄位比較：（ISAAR（CPF）／淡新檔案）名稱／姓
名、日期／無地點居住地／姓名、國籍／註錄該人名之朝代、職業／身分、

關係／關係（上、下屬）、其他重要資訊／主題，若僅單一的欄位對照，二

者之間大多可以找到對應欄位。這樣的人名索引典對利用淡新檔案的使用者

有其便利性，但若將它放在其他檔案群中，或對不研究淡新檔案的使用者而

言，此人名索引典被再利用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無論是檢索點、權威控制、人名履歷資料庫、人名索引典對檔案的使用

者而言，均是為了得到更準確的檢索資訊，進而幫助使用者的利用。檔案單

位在進行權威檔規範設計時必須根據使用者的需求及檔案特性，清楚定位出

權威檔的目的，依據目的設計架構，規劃合宜的權威資料庫。雖然檔案具有

單一性及獨特性，但國內檔案單位必須先建立檔案的描述標準，進而建立同

質性檔案群的權威檔規範，未來檔案才有交換參考選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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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1：「故宮清代檔案數位典藏子計畫─計畫背景」

<http://www.npm.gov.tw/dl/plan04/> (2002/02/27) 

註2：黃邦欣，淡新檔案行政篇索引典建構之研究 (臺灣大學：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民 88年)，頁 i。 

註3：吳明德，「中文權威參考資料庫建置相關問探討」，國家圖書館館訊 90年第 2
期(民 90年 5月)：12。 

註4：臺大圖書館特藏室於於國家數位博物館計畫中針對淡新檔案中行政篇進行人
名及地名的索引典，但只針對淡新檔案中之行政篇。 

註5：名稱包括名稱附屬項目：姓名、筆名、別名、字號及列於姓名前之稱號如封
爵、官銜、尊稱 

註6：洪一梅，「泛談檔案權控制業」，檔案管理研討會論文，民國 90年 11月 30
日，頁 71。 

註7：參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人名權威檔著錄規則」（草稿）。 

註8：同註 2，頁 49。 

註9：吳明德，「中文權威參考資料庫建置相關問探討」，國家圖書館館訊 90年第 2
期(民 90年 5月)：13。 

註10：同註 2。 

註11：同註 2，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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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權威檔之實作 
─以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相關人物及機關為例 

第一節  檔案描述中的行政歷史註與傳記歷史註 

一、檔案描述單位 

權威控制目的為有效地呈現檔案描述的元素（element）資訊。如前章所述，
檔案的描述過程中十分重視檔案的來源（provenance），亦即檔案的出處，由此原
則延伸出「尊重全宗原則」（respect des fonds），強調同屬一個檔案產生者（records 
creators） 所產生的檔案應放置於一處，不可與其他產生者的檔案混淆在一起，
由此可知，檔案的產生者為檔案重要的描述元素（element）資訊。檔案描述過程
中也重視檔案的原始順序（original order）與控制層次（control levels）。檔案整
理以全宗為一資料群，在全宗之下可以區分為若干個副全宗，其下又可以依檔案

的主題性質細分為若干個系列（series）。系列之下再細分為案卷（file folders），
最後，在案卷之下分為最小單位的件（items）。採用何者為檔案描述的基本單元
將涉及檔案權威款目的選擇。 

同樣是對檔案產生者進行描述，可以針對產生全宗資料群（record groups）
的個人或團體作全宗層次的描述，也可以是針對每一個文件產生者作「件」層級

的描述，不同層級描述除控制層級不同外，最大的差異於在一個檔案「全宗」擁

有數千、數萬筆甚至於數十萬筆的「文件」，以全宗為單位和以文件為單位進行

檔案描述，所需投入的人力比差異非常大。在美國地區，以系列為檔案描述的基

本單元，歐洲地區則以全宗為基本的處理單元。近年來參與國家數位典藏計畫之

國內史料典藏單位均以文件作為檔案描述單位，對每一分文件的產生者製作一筆

權威記錄，其工程十分龐大。 

二、檔案描述與行政歷史註 

檔案的產生是隨著機構與個人業務、生長與活動呈有機的成長。就行政機關

檔案而言，一個視為全宗機關所產生的檔案，為該機關的各組織部門所產生或接

收的文件群，由於檔案整理必須尊重來源及原始次序，因此，機關組織架構就成

為檔案分類重要的依據。一個機關團體可能歷經多次的行政變革，可能為一個新

設單位，也可能沿革於某一個單位，其間或經更名、改隸、裁撤、合併、精簡，

內部的組織亦會隨著業務更動或擴充或縮減、單位的行政主管更可能屢屢調換。

因此，必須對產生檔案全宗的團體進行機關沿革名稱的控制，並描述其行政組織

及業務內容，以利檔案的整理及使用者的利用。 

以中國近代經濟主管單位為例，最早的經濟專責主管部門為清光緒二十九

年（1903年）的商部，爾後中國主管經濟的部門，不但名稱變動頻繁，業務範
圍或分或合，變異更為複雜，茲將中國近代經濟部門的沿革圖示如下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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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中國近代經濟機構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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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九年(1903)商部成立，為中國近代中央政府主管經濟事務最
早之專責機構。光緒三十二年(1905)，更將經濟事務擴及農、工，而改組
為農工商部。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設實業部，旋不久，北京政府正式

成立，改設農林、工商兩部。民國三年(1914)兩部合併為農商部，成為北
京政府（1913-1926）主管全國經濟事務之最高機構。國民政府成立後，將
經濟事務分屬於農?部、工商部，十九年合併為實業部，二十七年(1938)元
月起，將實業部、全國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分別裁撤，其中實業部、

建委會全部業務、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部份業務均移交新成立的經濟部辦

理，資源委員會亦併入經濟部，此後全國經濟行政事權，始趨統一。 

經濟部成立之後，一般行政機構有總務司、人事室、秘書廳、參事廳、

技術廳、會計室、統計室等，專業行政機構則有農林司、工業司、商業司、

礦業司、水利司等，附屬機構有中央農業實驗所、農本局、金水流域農場、

江西農村服務區管理處、西北種畜場、中央工業試驗所、技工訓練處、工

礦調整處、全國度量衡局、商標局、商品檢驗局、地質調查所、礦冶研究

所、採金局、導淮委員會、江漢工程局、黃河水利委員會、華北水利委員

會、揚子江水利委員會、涇洛工程局、珠江水利局、金沙江工程處、川康

水貸會、湖北堤工專款保管委員會、中央水工試驗所、水利設計測量隊、

水利航空測量隊、氣象研究所、田壁工程處、關河疏灘工程處、資源委員

會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對大陸時期經濟部的檔案分類即以

全宗機關的組織架構為分類基礎。茲例圖說，請見下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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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組織法規               
           總務司    2.移交清冊                
                  3.土地房屋                 
     行政單位  人事室   ．                 
           ．     ．                 
           ．     1.總類                 
                 2.法規                
           工業司   3.技師技副資料            
                 4.專利及獎勵             
經濟部  專業單位  商業司   5.各省工廠登記            
            ．    ．                 
            ．    ．                 
                   1.總務              
           資源委員會   2.人事              
                   3.業務              
                   4.各附屬機構           
                                   
                   1.移交接收            
     附屬機構  西昌辦事處   2.資金              
            ．      3.工作計劃            
  

圖 4.2 大陸時期經濟部全宗機關組織架構 

 

第一層為全宗即經濟部，第二層副全宗為經濟部組織項下的單位，行

政單位如總務司、人事室等，其次為專業單位如工業司、商業司等，接次

為附屬單位如資源委員會、西昌辦事處，第三層分類為系列，按各單位的

業務類別作為分類的依據。以上表格顯示，檔案的分類與機關組織、業務

職掌有著密切的關係，在進行檔案整理分類時，必須先列出機關組織圖與

各組織單位的業務範圍，依據組織及業務架構進行檔案的分類，另外，使

用者若能了解機關的組織與業務職掌，在使用該機關檔案時，亦較能掌握

其分類系統，作有效地查尋，此乃建立機關行政歷史註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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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檔案描述與傳記歷史註 

個人資料是個人在生活中或職場上公私交誼之下呈現有機成長的文

件，屬公務部分的資料係產生於該收藏者曾任職之公務機構。例如產生者

於公務其間的會議記錄、參考資料、電報等等，屬私誼部分的資料如個人

證書、日記以及來往信函等反應著個人的生活交誼面。換言之，個人資料

群的特質即資料與個人本身公私交誼有著密切的相關性。因此，了解當事

者的傳記歷史及其往來相關人物或團體，將有助於檔案的整理及後續利

用。 

以李國鼎先生個人檔案為例，李國鼎先生自 1948 年來台之後，曾任
職臺灣、，造船公司、經濟安定委員會下之工業委員會、美援會、國際經

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經濟部、財政部等單位，並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總

統府資政，一生功業橫跨臺灣經濟、財政與科技界，所留存之資料十分豐

富，舉凡私人證件、照片及其各公務階段留下的各式文件、照片及日誌，

資料內容跨及經濟、財政、科技各領域，為研究臺灣財經科技發展之重要

檔案。由於這些檔案產於李國鼎先生各階段之經歷，因此，要利用李國鼎

先生的檔案前，必須先了解李國鼎先生個人之傳記背景，包括個人基本

學、經歷及其任職之各類機關的業務職掌，才能掌握文件產生的時空背

景，有助於使用者對文件資訊的掌握。 

檔案的描述無論選擇何種層級，對產生全宗檔案的個人或團體進行傳

記歷史註或行政歷史註的描述，是有其必要性的。一般全宗描述是以檢索

工具（finding aids）方式呈現，其中的一項描述資訊即行政歷史註或傳記
歷史註。此一部分可以在權威檔的資訊領域中充分顯示出來。因此，利用

人名權威檔進行個人傳記歷史註、利用團體權威檔進行行政歷史註，不但

可以呈現機關沿革或個人履歷資訊外，也可以對沿革機關名稱及個人姓名

以外的別名進行控制，此外，權威檔是結合多筆相關的權威記錄組成，多

筆相關人物或團體權威記錄可組合成一個權威檔，形成一個提供檔案使用

者的資訊參考工具資料庫。 

本文即以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相關人物及機關為例，建立有關個人全宗

資料中的人名權威檔及機關全宗之團體權威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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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記歷史註與人名權威檔 

本章所列舉之人名權威檔是以檔案全宗產生者為權威款目，從檔案全

宗的描述聯結到權威記錄，現以李國鼎先生個人資料全宗群為例，說明之。 

 
李國鼎個人資料 

全宗號       51 
時間          1910年∼2001年 
數量及內容    文件資料約計 60萬頁、照片：12,000餘張、錄音帶 ： 68 卷、

錄影帶 ： 25 卷、數位影片：3 卷、文物 ：300 件。文件資料
包括個人證件、私人信函、公務資料。其中以公務資料佔最大部

分。資料時間從 1916 年至 2001 年。資料核心時間為 1950 年代
至 1990年代。 

檔案館典藏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館藏位置       檔案館 2216室 
移轉單位      李國鼎本人及家屬 
移轉時間      1997-2002 
檢索工具      ktli.sinica.edu.tw 
使用限制      照片資料網路開放，文件資料館內開放 

傳記歷史        李國鼎先生 1910年生於南京，1930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物理系，先後任教於

鍾南中學、金陵女子大學。1934年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赴英國劍橋大學

進修，研究核子物理與低溫超導現象。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回國參加抗戰，

擔任防空學校照測總隊修理所所長，在貴陽花溪支援後方各大城市的防空設

備及維修，並積極培訓機械人才。1939年曾任教武漢大學，1941年應中央研

究院天文研究所之邀前往甘肅臨洮觀測日全蝕，並在雲南昆明參加天文所的

工作。1942年轉入資源委員會，擔任資渝鋼鐵廠工務組主任，籌建煉鋼廠。

1945年 4月調任資源委員會工業處，負責協調各鋼鐵廠的生產，同時在戰時

生產局協調重要物資的供需。抗戰勝利後，應邀擔任資源委員會中央造船公

司副主任，負責籌備工作。1948年 7月來台，擔任臺灣造船公司協理，1951

年升任總經理。 

1953年 9月經濟安定委員會（經安會）成立，應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尹仲容

先生之邀，擔任專任委員兼一般工業組組長。1950年代臺灣外匯短缺 ，故

在美援支持下，推動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的進口替代工業。1958年 9月經

安會裁撤，美援運用委員會（美援會）改組，李國鼎先生擔任秘書長並兼任

經濟部工礦計劃聯繫組召集人及美援會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召集人，主要

負責經濟規劃與美援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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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 9月 1日美援會改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經合會），李

國鼎先生擔任秘書長；同年 12月嚴家淦先生升任行政院院長兼主任委員，李

國鼎先生升任副主任委員。經合會除負責經濟計劃與美援事務之外，還兼辦

國際資金借貸與國際技術合作事宜。1965年 1月李國鼎先生擔任經濟部長，

積極推動 經濟建設工作，包括推動加工出口區、人口政策、職業教育、中美

科學合作、延攬人才回國以配合經濟發展的人力需求；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

並推動 國營事業的改革，將部分國營事業移轉民營；設立都市與住宅發展委

員會，解決工業化與都市化的問題；促進多國雙邊經濟合作，派遣農技團赴

海外進行技術合作計劃，以推廣國際外交。由於李國鼎先生在經濟部長任內

推動 臺灣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貢獻，於 1968年 8月榮獲菲律賓麥格塞塞「政

府服務獎」。 

1969年 7月李國鼎先生調任財政部長，推動政府財政現代化的改革，包

括推動國庫集中支付制度、參考國際間普遍採用的布魯塞爾（Brussels）分類

法、重訂關稅稅則分類、修訂關稅法、成立財稅資料處理中心加強稽核工作、

成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制度、修改銀行法成立中小企業銀行並加強基層

金融檢查、籌措國家十大建設財源等，成效卓著。但也由於公務繁重，積勞

成疾，於 1975年 12月因心臟病入院治療一個半月，並於 1976年 6月辭去財

政部長之職，改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1976年 11月行政院成立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由李國鼎先生擔任召集人，

1977年召開第一次全國科技會議，決定重要科技發展項目。1979年 5月行政

院通過科學技術發展方案，由李國鼎先生邀請國外專家學者擔任科技顧問，

並成立科技顧問組，由國內專家予以支援，對於科技工業的發展多所襄贊。

所推動 發展的重點科技包括能源、材料、資訊、自動化、光電、生物科技、

B型肝炎防治、食品加工、災害防治、環境保護、同步輻射、海洋科技等。1979

年成立資訊工業策進會，推動 電腦資訊工業和推廣資訊教育不遺餘力。李國

鼎先生對於我國科技工業的發展貢獻卓著，於 1994年獲李登輝總統頒授一等

景星勳章，並博得「科技教父」的美譽。此外，李國鼎先生並致力於人才培

育、延攬海外人才回國服務、推動 公共衛生防治 B型肝炎計劃、建立群體醫

療中心及全省醫療服務網等工作。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設立「李

國鼎先生經濟社會衛生發展中心及講座」以表彰李國鼎先生對於國家社會多

方面的貢獻。 

1988 年李國鼎先生於政務委員任內退休，轉任總統府資政，除了對於國家發

展前途依舊關切之外，多次應邀出國訪問發表演講，宣揚臺灣發展經驗；並

擔任國際機構的諮詢委員；先後榮獲國內外十二所著名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

位，以及國外兩所大學頒與校長獎，享譽中外。2001年 5月 31日病逝於台大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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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歷史註為個人全宗描述之其中一項資訊，說明該檔案重要相關人

的背景資料，由於著錄資訊多寡不一，該欄位會以描述型式呈現資訊內

容，也因此無法對別名、異名進行權威控制。ISAAR(CPF)將權威檔分為三
大領域，在權威控制領域中，可藉由系統連結與指引功能追蹤各種名稱的

更替，並能將相關主題、作者聚集一處，第二部分為資訊領域，可以依界

訂的欄位名稱，填入各項資訊質。因此，藉由 ISAAR(CPF)人名權威檔的
著錄格式，除可進行主款目別名的權威控制外，在資訊領域中可進行傳記

歷史註。利用 ISAAR(CPF)的著錄格式，可以建立標準化的著錄介面，也
可將資訊項目統一化，達到權威控制的目的。茲以李國鼎先生個人為例，

說明如下表 4.1： 

表 4.1 李國鼎先生人名權威記錄 

著錄領域 ISAAR(CPF) 欄位定義 說明 著錄內容 

定義碼 人名 ID  1 

權威記錄型態 權威記錄型

態 
 
個人 

權威款目 權威款目  李國鼎 

並列款目 並列款目  K.T. Lee、K.T. 

權威控制

領域 

非常用詞 非常用詞  凱悌、科技教父、李資政 

名稱 姓名(姓、名)  李國鼎 

 異名(類別、名

稱、出處) 

 K.T.、K.T. Lee 
凱悌 
李資政 
科技教父 

日期(生卒年) 生 卒 年 ( 中

曆、西曆) 

 1910/1/28-2001/5/31 

地點 籍貫(原名、今
名) 

 江蘇南京 

住宅地理區域 居住地  台北 

國籍 國籍  中華民國 

經歷 (任職機
關、職銜、任

期) 

機關

ID
任職機關、任期 職銜 

1 鐘南中學（1930） 教師 

2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931） 教師 

3 武漢大學（1937） 教授 

4 航空委員會防空學校照測總
隊（1938） 

少校、修理所所

長 

資訊領域 

 

職業 

 

5 四川樂山武漢大學（1939）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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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央研究院（1941） 天文研究所技正

7 資源委員會（1942-1948） 資榆鋼鐵廠工務
組主任

（1942-1945） 

工業處（1945）

中央造船公司籌

備處副主任

（1946-1948） 

8 臺灣造船（1948-1953） 協理（1948-1951）

總經理

（1951-1953） 

9 行政綄經濟安定委員會
（1953-1957） 

工業委員會專任

委員 

10 行政院美援用委員會

（1958-1963） 

秘書長 
 

11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

員會（1963-1973） 

副主任委員 

（1963-1973） 

12 經濟部（1965-1968） 部長 

13 財政部（1969-1976） 部長 

14 行政院（1976-1988） 政務委員 

  

15 總統府（1988-2001） 
 

資政 

 

 兼任職務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員

（1977-88） 
行政院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

組召集人（1979-88）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員

（1979－2001） 
行政院同步幅射研究中心指

導委員會委員（1983－） 
中 國 自 然 科 學 社 會 員

（1928-48） 
「科學世界」月刊主編

（1946-48） 
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員（1943
－） 
中國工程師學會理事長

（1965） 
中 央 研 究 院 評 議 員

（19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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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中美科學學術合

作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委 員

（1964-78） 
中央研究院中美科學學術合

作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1978-91） 
Mont Pelerin Sociely 會員
（1978－）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董

事長（1978-81）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名

譽董事長兼創辦人（1981－） 
美國沙克研究所國際諮詢委

員（1988－） 
美國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國

際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1990-1992）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董事長（1980-1995） 
美國洛克菲勒基金亞洲計劃

方案諮詢委員（1988-9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常

務董事及顧問（1991－迄今） 
蔣氏工業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董事（1990－2001）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顧問

（1991-95）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諮詢委員

會委員（1991-95） 

 

 家族資訊 聯結家族譜系 
關係 關係 

 個人/機關團體資訊 聯結個人 /機關 /
職銜檔 

 

其他重要資訊 學歷   國立中央大學理學士（1931） 
英國劍橋大學凱文迪施研究室

研究員（1934-36） 
英國皇家學會蒙得研究室研究

員（1936-37） 
韓國成均館大學榮譽經濟博士

（1978） 
國立中央榮譽科學博士（1983） 
美國馬利蘭大學榮譽科學博士

（1989） 
國立交通大學榮譽工學博士

（1989） 
中原大學榮譽哲學博士（1990） 
美國波士頓大學榮譽法律博士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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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

（1991） 
國立成功大學榮譽管理學博士

（1995） 
靜宜大學榮譽科學博士（1995）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榮

譽人文學博士（1996） 
國立清華大學榮譽工業博士

（1997）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榮譽工學博

士（1998） 
英國劍橋大學伊曼紐學院榮譽

院士（1991） 
國際管理學院院工（1991） 
美國設計及流程科學協會榮譽

會員（1998） 
美國哈佛大學設立李國鼎講座

（1990-1993） 
臺灣企業界設立李國鼎先生科

學技術發展基金（1991） 
中國技術服務社設立李國鼎／

金開英講座（1991） 
菲律賓亞洲管理學院設立李國

鼎國際管理講座（1991） 
美國哈佛大學設立「李國鼎先生

經濟社會衛生發展中心及講座」

（1993年起永久設立） 
美國史丹福大學設立「李國鼎經

濟發展講座」 「李國鼎生物醫
學講座」「李國鼎工程講座」及

「李國鼎中華文化講座」（1993
年起永久設立） 
美國亞利桑納州贈予榮譽公民

證書（1987） 
美國德克薩斯州贈予德州榮譽

公民證書（1990） 
麥格塞塞政府服務獎（1968） 
美國米契爾夫婦國際生物科技

獎（1990） 
美國設計及流程科學協會「李國

鼎傑出經濟社會制度設計獎」

（1997） 
美國約翰霍浦京斯大學校長獎

（1989） 
美國天主教大學校長獎（1995） 
中華民國政府一等景星勳章

（1994） 
西班牙王國政府勳章（1965） 
越南共和國政府勳章（1965） 
馬拉威共和國政府勳章（1967） 
加彭共和國政府勳章（1969） 
南非共和國大十字級好望勳章

（1980） 
台北市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

贈送「終身成就獎」（1998） 
行政院長唐飛特頒資訊貢獻獎

牌（2000.9.8） 
工研院引進 RCA技術團隊贈，
由總統陳水扁頒「矽土生金」晶

圓獎牌（200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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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  臺灣動態經濟成長之經驗（英

文）（1976年，台北） 
中華民國臺灣經濟之變革（英

文）（1988年，倫敦） 
臺灣發展成功背後的政策演進

（英文）（1988年，第一版，美
國）；第二版增加四章（1995
年，新加坡） 
臺灣快速發展之經驗（中文）

（1978，台北） 
我國經濟發展策略總論（中文）

（與陳木在合著）（1987年，台
北） 
工作與信仰（中文）（1987年，
台北） 
經驗與信仰（中文）（1991年，
台北） 
「國鼎叢書」（中文）（1993 年
起就李國鼎多年來發表之文章

或演講，由編纂委員會加以整理

分類編纂，陸續在南京出版）；

現已於一九九七年全部出版完

成，計共有十四個分冊。 

 

檔案人員的著記 資料來源  李國鼎先生多媒體網站 
ktli.sinica.edu.tw 

 

著錄日期 著錄日期    

註記領域 

著錄者 著錄者    

 

權威控制領域 

定義碼/個人 ID：為個人權記錄的筆次，由系統依紀錄次序自動產生，以
確認此紀錄的唯一性。 

權威記錄型態/權威記錄型態：此筆記錄屬個人權威 

權威款目/權威款目：為標準化的檢索點 

並列款目/並列款目：權威款目其他語言型式 

非常用詞/非常用詞：權威款目的別稱 

資訊領域 

名稱／姓名：為該筆個人權威檔之權威控制款目，於同一欄位中著錄姓與

名。另外於異名欄著錄該筆個人權威檔之其他名稱，以多值欄位

鍵入。如李國鼎先生本名外，其他型式的名稱如 K.T.、K.T. Lee、
凱悌、李資政、科技教父。 

日期／日期：該筆人名權威檔主檔者之生卒年。以西元方式著錄，

YYYY/MM/DD- YYYY/MM/DD，如：1910/01/28-2001/05/31。 

地點／籍貫：為該筆人名權威主檔人之籍貫。籍貫以個人出生地為著錄原

則。若無法考證個人出生地，則以祖籍為著錄內容，再無法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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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不詳〕標示之。 

住宅區域／居住地：為該筆人名權威主檔人主要居住所在地。 

國籍／國籍：為該筆人名權威主檔人之國籍，若無法考證個人國籍，則以

〔不詳〕標示之。 

職業／經歷：指其生平所擔任之專職及兼職工作，並在該單位後以（）註

記該筆人名權威主檔人在此機關任職之時間。每一個機關依序產

生機關團體權威款目 ID，可聯結到團體權威檔。 

其他重要訊息／學歷、榮譽、著作、資料來源。學歷、榮譽、著作、資料

來源在 ISAAR(CPF)的欄位中未列入，因此在 ISAAR(CPF)的核心
欄位外，另增設學歷、榮譽、著作、資料來源。學歷為主檔人每

一階段所就讀的學校，榮譽指主檔人一生平所獲得之各類殊榮，

另著作欄為主檔人生平著述，最後資訊來源項為填表人填寫每一

欄位內容的資料來源。 

相關／關係欄：主要是作為聯結到到家族、個人/機關/職銜檔。 

家族資訊為李國鼎先生家族譜系。 

人名機關資訊：指關聯到個人/機關/職銜檔，包括李國鼎先生所任職單位
之重要關係人，此關係人定義為主檔個人任職機關之直屬上司或重要部

屬。例舉關係人表單如下： 

 
表 4.2 人名/機關/職銜檔 著錄款目表單 

機關 
主檔人 
職銜 

主檔人任職

期間 人名 ID 關係人 關係人職銜 關係人任職期間 

臺灣造船 總經理 1951-1953 2 周茂柏 董事長 1953-1957 

行政綄經濟安

定委員會 

工業委員會

專任委員 
1953-1957 3 尹仲容 工業委員會召集人 1953-1957 

4 嚴家淦 主任委員 1957/08/22-1958/07/14行政院美援用

委員會 

秘書長 
 
 

1958-1963 

5 陳誠 主任委員 1958/07/15-1963/08/31

6 嚴家淦 主任委員 1963/09/01-1969/08 行政院國際經

濟合作發展委

員會 

副主任委員 
 

1963/09/01-19
73/07/31 

7 蔣經國 主任員委 1969/08-1973/07/31 

8 楊家麟 政務次長 1965-1968 經濟部 部長 1965-1969/06

9 張繼正 常務次長 1965-1968 

10 馬兆奎 政務次長 1969/06-1972/06 

11 杜均衡 政務次長 1972/06-1975 

財政部 部長 1969/06-1976/
06 

12 王紹堉 常務次長 1969/06-19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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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表單說明主檔人在每一個機關單位所任職別及其任職時間，而在同一時

間內與其職務之重要關係人的職別，由於主檔人擔任某一職務期間，可能更換多

位主管或部屬，因此每一個關係人之職別必須填上任職日期。根據表單可以產生

人名/機關/職銜檔。現以李國鼎先生曾任職於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專門委
員為例，其工作主要關係人為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尹仲容先生，在人名/機關/職銜
檔中則有一筆記錄如下： 

欄位名稱 著錄內容 備註 
姓名 ID 李國鼎（ID 1） 聯結人名權威檔 
機關 ID 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 聯結團體權烕檔 
時間 1953-1957  
職銜 工業委員會專門委員  
關係人 ID 尹仲容（ID3） 聯結人名權威檔 
關係人職銜 工業委員會召集人  

 
關係人可透過人名 ID聯結到個人檔，如透過個人 ID 3可聯結到尹仲

容人名權威記錄如下： 

表 4.3 尹仲容先生人名權威記錄 

 ISAAR(CPF) 欄位定義 說明 著錄項 

定義碼 人名 ID  2 

權威記錄型態 權威記錄型
態 

 
個人 

權威款目 權威款目  尹仲容 
並列款目 並列款目   

權威控制領域 

非常用詞 非常用詞  尹國墉 

名稱 姓名(姓、名)  尹國墉 

 異名(類別、

名稱、出處)

字 仲固、 
仲容 

日期(生卒年) 生卒年 (中

曆、西曆) 

 1903/04/16-1963/01/24 

地點居住地 籍貫(原名、

今名) 

 湖南邵陽 

國籍 國籍  中華民國 

職業 

經歷（任職

機 關 、 職

銜、任期）

機關 ID 任職機關、任期 職銜 

  16 北京交通部（1925-1926） 電政司 

  17 國立第三中山大學（1927） 助教 

  18 建設委員會（1928） 無線管理處技士 

資訊領域 

  19 安徽建設廰（1929-1930） 技士 1929 
秘書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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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陝西教育廰（1931）  

  21 交通部電政司

（1932-1936） 
科長 

  22 中國建設銀公司

（1936-1939） 
協理 

  7 資源委員會（1939-1943） 國際貿易事務所
紐約分所主任 

  14 行政院（1946-） 工程計劃團團長 

  15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

（1950-1953） 
 

委員兼副主任委

員 

  9 行政院經濟安委員會

（1953-） 
委員兼工業委員

會召集人 

  12 行政院經濟部

（1945/04-1955） 
 

政務委員 
兼經濟部部長 

  9 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

（1956/08-1958/08） 
委員兼秘書長 

  23 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

會（1958-） 
主任委員 

  10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

（1958.9-1963） 
副主任委員 
 

  24 臺灣銀行

（1960/07-1963/01） 
董事長 

關係   家族資訊 聯結家族譜系 

   個人、機關資訊 聯結個人/機關/職
銜檔 

 

其他重要資訊 學歷  正蒙女校（1910-1915） 
南昌心遠中（1916） 
南洋公學中院（交通部上

海工業專門學校附屬中

學）（1917-1921） 
南洋大學電機工程科

（1922-1925） 

 

檔案人員的著

記 

資料來源  《尹仲容先生年譜初

稿》，沈雲龍編，傳記文學

出版社，1972 年 12 月出
版 

 

著錄日期 著錄日期    

註記領域 

著錄者 著錄者    

 

另外機關可經由機關 ID聯結到機關團體權威檔，如透過機關 ID 9，
可聯結到經安會的權威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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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團體權威記錄 

 ISAAR(CPF) 欄位定義 說明 著錄項 關聯 

定義碼 機關 ID  9  

權威記錄型態 權威記錄
型態 

 
團體 

 

權威款目 權威款目  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  

並列款目 並列款目  ESB、Economic  Stabilization Board  

非常用詞 非常用詞  經安會、經濟安定委員會  
機關 ID 機關 

權威控

制領域 

相關權威款目 相關權威
款目 25 財政經濟小組委員會 

聯結到機

關團體權

威檔 

名稱  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  
名稱 

別名    

存在日期 存在日期  1953/07/01-1958/07   

地點 機關成立

地點 

 台北  

業務位置 業務運作

地點 

 台北  

合法情形 隸屬單位  行政院  

資訊領

域 

管轄功能和活

動區域 

業務職掌  1、貨幣、金融、貿易、外匯重要措施
之設計審議及協調。 
2、物價調查及物資調節辦法之計設審
議及協調。 
3、美援物資及相對基金運用暨經援、
軍援配合之設計審議及協調事項。 
4、平衡預算及改良稅制之設計審議及
協調。 
5、農林、漁牧、工礦、交通、水利各
項建設暨臺灣經濟建設四年計劃之擬

定、設計、審議、檢討修訂及推動。 
6、其他行政院所交辦的審議、考核及
聯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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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架構 行政組織  秘書處、四個小組及一委員會，1956
年 1月增設第五組。後另增設米糧政策
工作小組。 
1、第一組：主管貨幣、金融、外匯及
貿易政策辦法之設計審議、擬定政府外

匯與美援統一進口計劃、進出口貨品分

類審定事項。下設有平衡外匯工作小

組、銀行實務及放款政策工作小組、商

業銀行業務督導工作小組。 
2、第二組：主管美援物資與相對基金
的運用及經援、軍援配合事項之設計審

議。第二組成立時，原名經援配合軍援

小組，因名稱太長而改稱軍協小組。下

設紡織工作小組、黃豆小麥工作小組。 
3、第三組：主管平衡預算及改良稅制
之設計審議。 
4、第四組：主管農林、水利、漁牧生
產計劃之設計審議，暨促成臺灣經濟建

設四年計劃中之農業生產計劃事項。下

設防治植物病蟲害藥劑小組委員會、肥

料小組。 
5、第五組：1956 年 1 月 26 日為穩定
物價之目的增設，將原屬第一組主管的

物價調查及物資調節辦法之設計審議

事項劃歸第五組。1957年 8月 30日裁
撤，職掌併入第二組。 
6、工業委員會：主管工礦、交通建設
計劃之設計，臺灣經濟建設四年計劃工

業部門之設計審議推動事項。其下設有

工業產品品質改進聯絡小組、礦產探勘

工作小組、機械製造工業推進工作小

組、軍公民工業合作聯繫小組。1958
年工業委員會裁撤，併入美援會。 
7、米糧政策工作小組：集中審議出口
米糧數量、擬定存糧數目、收購餘糧及

平價米糧之定價、糧食局之貸款等。 
另各組會視需要可設臨時工作小組，如

工業委員會 1953年 10月曾設檢驗工作
小組、研究工作小組、廢鋼處理臨時工

作小組。 

 

行政沿革  財 政 經 濟 小 組 委 員 會 1951/03 
-1953/07/01 
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 1953/07/01 
-19580/07 

 

人名 ID 姓名  

 

相關 

 

 
機關首長 

 3 俞鴻鈞 
聯結到個

人權威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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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重要資訊   
經安會在 1958年裁撤，原有職掌分別交

付給各機關： 

經濟部：接辦關於物價管理、物資調節、

貿易管理、工礦、農林、水利、漁牧等

之審議協調及有關經濟建設計劃之設計

草擬與檢討修訂事項。將第一組（貿易

部份）、第二組、紡織工作小組、第四

組、工業委員會（工業部份）、礦產探

勘工作小組、軍公民工業聯繫小組、機

械製造工業推進工作小組、工業產品品

質改進聯絡小組歸併之。 

財政部：接辦關於貨幣、金融、平衡預

算及改進稅制等審議及協調之事項。第

一組（貨幣、金融、外匯部份）、商業

銀行業務督導工作小組、第三組歸併之。 

交通部：接辦關於交通建設審議及協調

之事項。工業委員會（交通部份）歸併

之。 

美援運用委員會：接辦關於美援物資及

相對基金運用暨經援、軍援配合事宜等

之審議及協調之事項。黃豆小麥工作小

組歸併之。 

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接辦關於外匯調

度、貿易措施等之審議及協調及政府外

匯與美援統一進口計劃之審訂事項。平

衡外匯工作小組歸併之。 

銀行實務及放款政策工作小組併入臺灣

銀行，防治植物病蟲害藥劑小組委員會

及肥料小組委員會併入中國農村復興委

員會。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劉素芬、莊樹華〈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有

關戰後臺灣經濟之數位化檔案〉檔案與近

代歷史研討會，中研院近史所 1998年 6月

召開之會議論文。 

著錄日期 著錄日期  

註記領

域 

著錄者 著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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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政歷史註與團體權威檔 

一個機關團體通常會經歷多次之沿革更替，因此行政歷史註在檔案描

述中為一重要的訊項，如同個人之傳記歷史註，若將機關團體之行政歷史

註利用 ISAAR(CPF)機關團體權威檔的欄位作為行政歷史的描述，除可以
對同一沿革而不同時期之機關名稱進行權威控制外，並可以將該機關的相

關資訊如行政組織、業務範圍、歷任主管描述出來。根據 ISAAR(CPF)標
準，機關團本所描述項目包括單位全名，另包含英文名稱及中英文簡稱、

行政歷史為該單位之沿革，日期：為該單位存在時間、地點：為該單位

成立地點、業務位置：業務推動地、合法情形：經安會為政府機構、管

轄功能和活動區域：為單位之職掌與功能、行政架構：單位之行政組織、

相關：業務之相關單位或人物、其他重要資訊。以行政院援用委員會為例，

其團體權威著錄格式如下表 4.5。 

表 4.5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機關團體權威記錄 

 ISAAR(CPF) 欄位定義 說明 著錄項 關聯 

法定編號 機關 ID  10  

權威記錄型態 權威記錄
型態 

 
機關團體 

 

權威款目 權威款目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  

並列款目 並列款目 
 CUSA 

Council for United-States Aid 

 

非常用詞 非常用詞  美援會  

機關

ID 
機關名稱 

11 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26 經濟設計委員會  

權威控

制領域 

相關權威款目 相關權威
款目 

27 經濟建設委員會 

聯結到機關團

體權威檔 

名稱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  
名稱 

別名   美援會  

日期 存在日期  1948/05/04-1963/08/31  

地點 機關成立

地點 

 南京 1948/05/04  

業務位置 業務運作

地點 

 南京 1948/05/04-1949 
台北 1949-1963/080/31 

 

資訊領

域 

合法情形 隸屬單位  行政院  



 64

管轄功能和活

動區域 

業務職掌  1. 美援運用方案之擬定、洽編及美援

運用計劃的審查洽辦等事項。 

2. 物資器材之訂購、接收、儲運、分

配等事項。 

3. 美援資金的運用及管理。 

4. 美援技術合作事項的洽辦《民國四

十七年(1958)組織章程修改增加》。 

5. 美援運用的報告、統計、考核。 

6. 美國駐華經援機構聯絡事項。 
其他有關美援運用事項。 

 

行政架構 行政組織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財務處、技術處、計核處、會

計處、人事室（1948/05/04）。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兼辦技術業務）、財務處 
（1949-1951）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財務處、技術處（1951 -1955）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財務處、技術處、會計處

（1955/07-1956）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財務處、技術處、會計處、人

事室（1956/03 –1958/09）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財務處、技術處、會計處、人

事室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物資處、財務處、技術處、計

核處（1958/09） 
 

 

行政歷史  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1963/09/01-1973/07/31  
經濟設計委員會 1973/08/01-1977/11/31  
經濟建設委員會 1977/12/01-今 

 

人 名

ID 
姓名  

13 翁文灝（1948/06/04） 
14 孫 科（1948/11/26） 
15 何應欽（1949/03/12） 
16 閻錫山（1949/06/12） 
17 陳 誠（1950/03/15） 
3 俞鴻鈞（1954/06/01） 
5 嚴家淦（1957/08/22） 

相關 

機關主管 

17 陳 誠（1958/07/15） 

聯結到人名權

威檔 

 

其他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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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劉素芬、莊樹華〈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

有關戰後臺灣經濟之數位化檔案〉檔案與

近代歷史研討會，中研院近史所 1998年 6
月召開之會議論文。 

 

著錄日期 著錄日期    

註記領

域 

著錄者 著錄者    

 

茲將 ISAAR(CPF)的團體權威檔欄位與美援會機關團體權威記錄欄位
作一比照，並說明每一個欄位的著錄內容： 

一、權威控制領域 

1. 定義碼/機關 ID：為機關團體權記錄的筆次，由系統依紀錄次序產生。 

2. 權威記錄型態/權威記錄型態：此筆記錄屬機關團體權威記錄。 

3. 權威款目/權威款目：以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為標準化的檢索點。 

4. 並列款目/並列款目：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其他語言型式。 

5. 非常用詞/非常用詞：權威款目的別稱。 

6. 相關權威款目：為主檔機關團體之沿革機關，可聯結到機關團體權威
檔。 

 
二、資訊領域 

1. 名稱/名稱：為機關單位全名，另包含英文名稱及中英文簡稱。 

2. 存在日期/存在日日期：為該機關名稱存在的時間。 

3. 地點/機關所在地：為該機關設立的地點 

4. 業務位置/業務運作地點：為該機關業務運作執行的地點。 

5. 合法情形/隸屬單位：該機關直屬單位。 

6. 管轄功能和活動區域/業務職掌：該機關的職掌及業務範圍。 

7. 行政架構/行政組織：該機關的行政組織架構。 

8. 相關/關係欄：包含兩部分，一為行政沿革機關的名稱及存在時間，一
為主檔機關歷任首長名稱及任職時間，後者可聯結到個人權威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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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有其沿革歷史，相關欄中即著記主檔機關的沿革機關及每一

個機關名稱存在的時間，由於機關沿革過程，行政組織、行政首長及業務

職掌均隨之異動，因此將沿革機關依機關團體權威檔的 ID，產生一筆機關
團體權威檔，於控制領中的相關權威款目聯結到該筆權威記錄。如美援會

於後 1963年 9月 1日改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1973年 8月 1日
又改組為經濟設計委員會，1977年改為經濟建設委員會。換言之經合會、
經設會、經建會均沿革於美援會，其組織、業務職掌或有變動，但在政策

及業務的整體上均有相關性。 

另相關欄中著記主檔機關的歷任行政首長及任職期間，如美援會主任

委員由行政院長兼任，美援會存在時間之首長依次為： 

翁文灝（1948/06/04） 
孫 科（1948/11/26） 
何應欽（1949/03/12） 
閻錫山（1949/06/12） 
陳 誠（1950/03/15） 
俞鴻鈞（1954/06/01） 
嚴家淦（1957/08/22） 
陳 誠（1958/07/15） 

 

每一個首長均依個人權威記錄 ID 產生一筆人名權威記錄。 

綜觀上述列舉李國鼎先生個人權威記錄、尹仲容先生個人權威記錄、

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權威記錄、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權威記錄，均可

用來說明如何利用個人權威記錄呈現個人傳記歷史註及利用機關團體權

威記錄呈現行政歷史註。李國鼎、尹仲容均為戰後臺灣重要的財經人物，

均曾任職於經安會，彼此在職務上有隸屬關係，又李國鼎於經安會裁撤

後，任職美援會，該會亦為戰後臺灣重要的財經決策單位，這些人物或機

關彼此均有關聯性，統合相關的權威記錄則可組成一個包括個人權威記錄

及機關團體權威記錄的「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個人、團體權威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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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人名權威檔與團體權威檔之關聯及著錄規範 

一、描述與權威架構圖 

檔案的描述可分為全宗、副全宗、系列、卷、件等層級。本研究計畫

為針對檔案的全宗加以分析，並描述檔案中的個人與機關資料以建立檢索

工具(finding aids)，進而建立人名權威檔與機關權威檔，及分別建構傳記歷
史註、行政歷史註以提供檢索的服務。見下圖 4.3。 

 

 

 

 

 

 

 

 

 

 

 

二、人名/機關/團體權威檔關聯關係 

人名/機關/團體權威檔需具備人名檔、機關檔，才能建立人名/機關/
職銜檔，並連結人名檔與機關檔。人名/機關/職銜檔中，人名 ID須連結人
名檔人名 ID欄位，為一對一關聯。關係人 ID欄位連結人名檔人名 ID欄
位，為多對多關聯。機關 ID須連結機關檔之機關 ID，為一對一關聯。機
關檔中機關主管欄位為連結人名檔之人名 ID欄位，為多對多關聯。關聯
圖中∞為多對多關聯之意。人名/機關/團體權威檔之關聯圖，如下圖 4.4所
示。 

 

檔案層次 

人名權威檔 

 

機關權威檔 

傳記歷史註

 

行政歷史註

圖 4.3 檔案描述與檔案權威檔架構圖

個人資料描述 

機關資料描述 

  件 

全  宗 

副全宗 

系  列 

案 卷 

建立檢索工具 檔案權威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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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人名/機關/團體權威檔關聯圖 

人名檔 

人名 ID 
姓名 

異名 

生卒年 

籍貫 

國籍 

經歷 

兼任職務 

學歷 

榮譽 

著作 

資料來源 

著錄日期 
著錄者 

人名/機關/職銜檔 

人名 ID 
機關 ID 
職銜 
就職期間 
關係人 ID 
關係人職銜 

機關檔 

機關 ID 
機關名稱 
別名 
存在日期 
機關成立地點 
業務運作地點 
隸屬單位 
業務執掌 
行政組織 
行政歷史 
機關首長 
資料來源 
著錄日期 
著錄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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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著錄款目關聯 

著錄款目關聯主要是由「人名檔」、「機關檔」之資料記錄所組成。「人

名檔」中包含有姓名、異名、生卒年、籍貫、居住地、國籍、經歷、兼任

職務、榮譽、關係、學歷、著作。「機關檔」包括有：名稱、別名、存在

日期、機關成立地點、業務運作地點、隸屬單位、機關首長、業務執掌、

行政組織、行政歷史。兩者並都包括註記領域「著錄日期」、「著錄者」。「人

名/機關/職銜檔」聯結「人名檔」、「機關檔」，其他著錄款目為「主檔人任
職期間」、「關係人任職期間」、「主檔人職銜」、「關係人職銜」。 

 

 

 

 

 

 

 
人 名 檔 

人名/機關/
職銜檔 

機 關 檔 機關
首長

異名 

姓名 
生卒年 

籍貫 

居住地 

國籍 

經歷

學歷 

任職機關

(任期) 職銜

西曆 

兼任職務 

關係 

榮譽

著作 

任職機

關(任期) 
學校 

(在校期間) 

名稱

別名

存在日期 

西曆 

行政歷史 

機關名稱

(時間)

行政組織

業務執掌

隸屬單位

業務運作地點

機關成立地點

主檔人 
任職期間

關係人 
任職期間

西曆 

西曆

 

著錄日期

著錄者

著錄日期 

著錄者 

主檔人

職銜

關係人

職銜

圖 4.5  人名檔、機關檔與人名/機關/職銜檔之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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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著錄款目資料屬性 

權威檔規格內容以資訊系統進行自動化權威控制的立場去做考量，包

含架構、欄位、定義、編碼，如下表 4.6、表 4.7、表 4.8所示。 

 

表 4.6 人名權威檔需求欄位表 

項目名稱 英文名稱 必填 多值 屬性 

記錄編號 Id ＊  系統自動產生 

姓名 Name ＊   

異名 Alternate  ◎  

生卒年 B&D ＊   

籍貫 Native place ＊   

居住地 Residence ＊ ◎  

國籍 Nationality ＊   

經歷 任職機關、

任期 
Organization、
Daterange 

 ◎  

 職銜 Title    

 兼任職務 Other title  ◎  

 關係 Relationships   聯結家族譜系 

人名/機關/職銜檔 
 學歷 Education  ◎  

 榮譽 Honor  ◎  

 著作 Works  ◎  

 

「人名檔」中的單值屬性(single-value entuty)包括有：姓名、異名、籍
貫、居住地、國籍、關係、著作、榮譽等。「經歷」可分為「任職機關(任
期)」、「職銜」二個小屬性；「生卒年」包括「西曆」建檔的屬性；「兼任職
務」、「學歷」則包含了「機關(時間)」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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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機關權威檔需求欄位表 

項目名稱 英文名稱 必填 多值 屬性 

記錄編號 Id ＊  系統自動產生 

名稱 Name ＊   

別名 Alternate  ◎  

存在日期 Period ＊   

機關成立地點 Foundation ＊   

業務運作地點 Business location  ◎  

隸屬單位 Legal status    

業務執掌 Sphere of activity  ◎  

行政組織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  

行政歷史 Administrative evolution  ◎ 聯結機關權威檔 

機關首長 President  ◎ 聯結人名權威檔 

 

「機關檔」中的單值屬性(single-value entuty)包括有：名稱、別名、機
關成立地點、業務運作地點、隸屬單位、機關首長、業務執掌、行政組織

等。「行政歷史」包括「機關(時間)」之屬性。 

 
表 4.8 人名/機關/職銜檔需求欄位表 

項目名稱 英文名稱 必填 多值 屬性 

機關 Organization ＊  聯結機關權威檔 

主檔人職銜 Title ＊   

主檔人任職期間 period ＊   

人名 ID Id ＊  聯結人名權威檔 

關係人 Related persons ＊   

關係人職銜 Related persons title    

關係人任職期間 Related persons period    

 

「人名/機關/職銜檔」中的單值屬性(single-value entuty)為「主檔人職
銜」、「關係人職銜」；「主檔人任職期間」、「關係人任職期間」包括「西曆」

建檔的屬性。「人名檔」產生的「經歷」聯結到「機關檔」，可獲得機關檔

資料；「機關檔」產生的「機關首長」聯結到「人名檔」，可獲得人名檔資

料。「人名/機關/職銜檔」則聯結到「人名檔」、「機關檔」獲得人名檔及機
關檔資料，可於瀏覽端藉由聯結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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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權威檔著錄呈現畫面 

(一)人名權威檔 

人名檔 

姓名         
李國鼎

 

異名       
K.T.

 

生卒年  
1910/01/28-2001/05/31

  籍貫   
江蘇南京

   居住地  
台北

 

國籍    
中華民國

 

經歷  職銜 
鐘南中學（1930）

  
教師

 

兼任職務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員（1977-1988）
行政院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召集人（1979-1988）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員（1979-2001）
行政院同步幅射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會委員（1983-）

 

學歷          

                         

國立中央大學理學士（1931）
英國劍橋大學凱文迪施研究室研究員（1934-1936）
英國皇家學會蒙得研究室研究員（1936-1937）

 

榮譽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91）
國立成功大學榮譽管理學博士（1995）
靜宜大學榮譽科學博士（1995）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榮譽人文學博士（1996）

 

著作 

                         

台灣動態經濟成長之經驗（英文）（1976年，台北）
中華民國台灣經濟之變革（英文）（1988年，倫敦）
台灣發展成功背後的政策演進（英文）（1988年，第一
版，美國）；第二版增加四章（1995年，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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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聯結說明： 

1.捲動資料選單，可獲得該筆人名權威檔之所有異名。 

 

 

 

 

 

 

 

2.經歷與職銜，可選擇右方下拉式選單，選定該筆人名權威檔之經歷與職
銜，並可聯結至機關權威檔，獲得該筆機關之所有資訊。 

 

      鐘南中學（1930）   教師  

 

 

 

 

 

 

 

舉例： 

武漢大學（1937） 教授
 

中央研究院（1941） 天文研究所技
 

行政綄經濟安定委員會（1953-1957）工業委員會專任
 

經濟部（1965-1968） 部長
 

總統府（1988-2001） 資政
 

經歷  職銜 

異名 
K.T.
K.T. Lee
凱悌
李資政
科技教父

K.T.
K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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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捲動資料選單，可獲得該筆人名權威檔資料的兼任職務，此欄位不聯結
至機關權威檔。 

 

 

 

 

 

 

 

 

 

 

 

 

 

 

4.捲動資料選單，可獲得該筆人名權威資料之學歷資料，此欄位不聯結至
機關權威檔。 

 

 

 

 

 

 

 

 

 

兼任職務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員（1977-1988）
行政院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召集人（1979-1988）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員（1979-2001）
行政院同步幅射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會委員（1983-）
中國自然科學社會員（1928-1948）
「科學世界」月刊主編（1946-1948）
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員（1943-）
中國工程師學會理事長（1965）
中央研究院評議員（1981-1996）
中央研究院中美科學學術合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64-1978）
中央研究院中美科學學術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1978-1991）
Mont Pelerin Sociely會員（1978-）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董事長（1978-1981）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名譽董事長兼創辦人（1981-）
美國沙克研究所國際諮詢委員（1988-）
美國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1990-1992）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董事長（1980-1995）
美國洛克菲勒基金亞洲計劃方案諮詢委員（1988-199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常務董事及顧問（1991-迄今）
蔣氏工業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1990-2001）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顧問（1991-1995）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諮詢委員會委員（1991-1995）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員（1977-1988）
行政院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召集人（1979-1988）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員（1979-2001）
行政院同步幅射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會委員（1983-）
中國自然科學社會員（1928-1948）
「科學世界」月刊主編（1946-1948）

 

學歷 
英國劍橋大學凱文迪施研究室研究員（1934-1936）
英國皇家學會蒙得研究室研究員（1936-1937）

 

國立中央大學理學士（1931）
英國劍橋大學凱文迪施研究室研究員（1934-1936）
英國皇家學會蒙得研究室研究員（1936-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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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捲動資料選單，可獲得該筆人名權威資料之榮譽資料。 

 

 

 

 

 

 

 

 

 

 

 

 

 

 

 

6.捲動資料選單，可獲得該筆人名權威資料之著作資料。 

 

 

 

 

 

 

 

 

 

榮譽 
中華民國政府一等景星勳章（1994）
西班牙王國政府勳章（1965）
越南共和國政府勳章（1965）
馬拉威共和國政府勳章（1967）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91）
國立成功大學榮譽管理學博士（1995）
靜宜大學榮譽科學博士（1995）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榮譽人文學博士（1996）
國立清華大學榮譽工業博士（1997）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榮譽工學博士（1998）
英國劍橋大學伊曼紐學院榮譽院士（1991）
國際管理學院院工（1991）
美國設計及流程科學協會榮譽會員（1998）
美國哈佛大學設立李國鼎講座（1990-1993）
台灣企業界設立李國鼎先生科學技術發展基金（1991）
中國技術服務社設立李國鼎／金開英講座（1991）
菲律賓亞洲管理學院設立李國鼎國際管理講座（1991）
美國哈佛大學設立「李國鼎先生經濟社會衛生發展中心及講座」（1993年起永久設
美國史丹福大學設立「李國鼎經濟發展講座」 「李國鼎生物醫學講座」「李國鼎工
美國亞利桑納州贈予榮譽公民證書（1987）
美國德克薩斯州贈予德州榮譽公民證書（1990）
麥格塞塞政府服務獎（1968）
美國米契爾夫婦國際生物科技獎（1990）
美國設計及流程科學協會「李國鼎傑出經濟社會制度設計獎」（1997）
美國約翰霍浦京斯大學校長獎（1989）
美國天主教大學校長獎（1995）
中華民國政府一等景星勳章（1994）
西班牙王國政府勳章（1965）
越南共和國政府勳章（1965）

 

著作 台灣動態經濟成長之經驗（英文）（1976年，台北）
中華民國台灣經濟之變革（英文）（1988年，倫敦）
台灣發展成功背後的政策演進（英文）（1988年 第一版 美國）

 

台灣動態經濟成長之經驗（英文）（1976年，台北）
中華民國台灣經濟之變革（英文）（1988年，倫敦）
台灣發展成功背後的政策演進（英文）（1988年，第一版，美國）；第二版增加四章（
台灣快速發展之經驗（中文）（1978，台北）
我國經濟發展策略總論（中文）（與陳木在合著）（1987年，台北）
工作與信仰（中文）（1987年，台北）
經驗與信仰（中文）（1991年，台北）
「國鼎叢書」（中文）（1993年起就李國鼎多年來發表之文章或演講，由編纂委員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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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關權威檔 

 

機關檔 

名稱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

    別名    
美援會

 

存在日期  
1948/05/04-1963/08/31

 

機關成立地點    
南京1948/05/04

 

業務運作地點    

南京1948/05/04-1949
台北1949-1963/080/31

 

隸屬單位            
行政院

 

業務執掌 

        

1.美援運用方案之擬定、洽編及美援運用計劃的審查洽辦等事項。
2.物資器材之訂購、接收、儲運、分配等事項。
3.美援資金的運用及管理。
4.美援技術合作事項的洽辦《民國四十七年(1958)組織章程修改增加》。
5.美援運用的報告、統計、考核。
6.美國駐華經援機構聯絡事項。
其他有關美援運用事項。

 

行政組織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財務處、技術處、計核處、會計處、人事室（1948/05/04）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兼辦技術業務）、財務處（1949-1951）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財務處、技術處（1951-1955）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財務處、技術處、會計處（1955/07/-1956）

 

行政歷史 

          

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1963/09/01-1973/07/31 
經濟設計委員會1973/08/01-1977/11/31 
經濟建設委員會1977/12/01-今

 

機關主管   
翁文灝（37/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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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聯結說明 

1.捲動資料選單，可獲得該筆機關權威資料之所有別名。 

 

 

 

 

2.捲動資料選單，可獲得該筆機關權威檔資料之所有行政歷史資料。 

 

 

 

 

3.捲動資料選單，可獲得該筆機關權威檔資料之所有業務執掌資料。 

 

 

 

 

 

 

4.捲動資料選單，可獲得該筆機關權威檔資料之所有行政組織資料。 

 

 

 

 

 

 

 

別名 美援會 美援會

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1963/09/01-1973/07/31)
經濟設計委員會(1973/08/01-1977/11/31)
經濟建設委員會1977/12/01-今

行政歷史 

業務執掌 

1.美援運用方案之擬定、洽編及美援運用計劃的審查洽辦等事項。
2.物資器材之訂購、接收、儲運、分配等事項。
3.美援資金的運用及管理。
4.美援技術合作事項的洽辦《民國四十七年(1958)組織章程修改增加》。
5.美援運用的報告、統計、考核。
6.美國駐華經援機構聯絡事項。
其他有關美援運用事項。

 

行政組織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財務處、技術處、計核處、會計處、人事室（1948/05/04）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兼辦技術業務）、財務處（1949-1951）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財務處、技術處（1951-1955）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財務處、技術處、會計處（1955/07-1956）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財務處、技術處、會計處、人事室（1956/03~1958/09）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財務處、技術處、會計處、人事室
主任委員、副主委、委員
秘書處、物資處、財務處、技術處、計核處（19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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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捲動資料選單，可獲得該筆機關權威檔資料之所有行政歷史資料。 

 

 

 

 

 

 

 

6.選擇右方下拉式選單，選定該筆機關權威檔之機關主管，可聯結至人名
權威檔，獲得該筆人名之所有資訊。 

 

 

 

 

 

 

 

 

 

 

 

 

 

 

 

 

 

行政歷史 
 

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1963/09/01-1973/07/31 
經濟設計委員會1973/08/01-1977/11/31 
經濟建設委員會1977/12/01-今

 

機關主管 
 

翁文灝（37/06/04）
 

翁文灝（1948/06/04）
孫　科（1948/11/26）
何應欽（1949/03/12）
閻錫山（1949/06/12）
陳　誠（1950/03/15）
俞鴻鈞（1954/06/01）
嚴家淦（1957/08/22）
陳　誠（195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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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名/機關/職銜權威檔 

人名/機關/職銜檔 

主檔人          
李國鼎

 

機關                      
台灣造船公司

 

主檔人職銜    
總經理

 

主檔人任職期間     
1951-1953

 

關係人                
周茂柏

 

關係人職銜    
董事長

 

關係人任職期間     
1951-1957

 

 

 

 

人名/機關/職銜檔 

主檔人                
李國鼎

 

機關                      
行政綄經濟安定委員會

 

主檔人職銜    
工業委員會專任委員

 

主檔人任職期間    
1953-1955

 

關係人                
尹仲容

 

關係人職銜    
工業委員會召集人

 

關係人任職期間    
1953-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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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經由以上的研究，獲得的結論有下列數點： 

一、國內檔案典藏單位開始重視檔案權威檔 

由國內近年來各單位對於名稱權威檔的建檔與發展情況，可知各圖書館與檔案典

藏單位相當重視此問題。本研究分析國內各單位已發展的名稱權威檔，包括：中央研

究院史語所、近史所、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與臺大圖書館，並分析各單位已建檔

的權威檔著錄欄位。由所獲得的結果可知國內在人名權威檔的著錄格式大體可以分為

以國家圖書館為主的圖書典藏單位系統，以及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為主的檔案典藏單

位的系統。 
 

二、國際檔案學會的 ISAAR(CPF) 格式可供中文檔案權威檔參考 

在人名權威檔的著錄欄位方面，依國際檔案學會(ICA)的 ISAAR(CPF)標準，主要
有七項欄位，即：名稱、日期、地點、法定地位(國籍)、職業、關係、其他有意義的
資訊。在著錄時，依據各單位所典藏資料的特性而有差異。前六項的差異較小，唯有

第七項(其他有意義的資訊)變化較大，各單位依據其典藏品的特性有較特殊的欄位。
由本文的分析結果，可知國內現有的五種人名權威檔如與國際檔案學會的 ISAAR(CPF)
的著錄欄位對照，均有可以相對應的欄位。 
 

三、檔案權威檔著錄需與檔案描述規則及建檔格式相配合 

檔案權威檔的著錄過程中，需與檔案描述規則與建檔格式(如 MARC 格式或
Metadata) 相互對應。但目前雖有檔案管理局所擬訂的相關檔案編目規範，但仍未被
檔案典藏單位普遍採行，且中文檔案的 Metadata 由中研院等單位正在研擬。因而，
檔案權威檔的建檔過程中，目前仍無法與相關的描述規則及建檔格式相互對應使用。 

 

四、檔案權威記錄需由專業人員負責與參考專業工具書 

由於檔案內容多元化，如清代檔案的權威記錄需由學有專長的人員負責建檔，且

在建檔過程中，務需參考許多相關的工具書。以中研院史語所為例，該所的「明清檔

案人名權威檔」在建檔過程中，需考證來源，參考的工具書有：「清國史傳包」、「清

國史傳稿」、「清史館傳稿」、「清史稿傳稿」、「清史稿校注」、「清史列傳」、「清代職官

年表」、「碑傳集」、「續碑傳集」、「碑傳集補」、「續碑傳集補」、「碑傳集三編」、「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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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別稱字號索引」、「清代碑傳文通檢」、「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等工具書。 

 

五、圖書的權威檔記錄可供資源分享，檔案權威記錄互通性較有限 

由於圖書係大量印刷，各圖書館可能典藏相同的書籍，因而一所圖書館已建檔的

權威檔記錄可供其他圖書館分享，無需重複建檔。然而，檔案資料具有唯一性的特質，

各檔案典藏單位所儲存的檔案大都各具特色，由一所檔案館建檔的權威記錄，較少被

其他單位同時採用。在資源分享方面，檔案權威檔的互通性較有限。 

 

 

第二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的結果，提出五項建議： 

一、訂定檔案名稱權威檔格式 

首要之務是訂定一套適用於國內檔案典藏單位的檔案名稱權威檔格式。圖書館界

已有「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可資依循，但檔案界在這方面的標準仍付諸闕如，有

待訂定。由於國內檔案典藏單位的藏品各具特色，如：故宮博物院與中研院史語所是

以明清檔案為主，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是以民國以來的檔案為主，而臺大圖書館則是

以淡新檔案為主。在訂定檔案名稱權威檔的欄位時，需考慮各典藏單位的特色，訂定

適當的名稱權威檔欄位。建議由檔案管理局負責此項工作，以整合國內現有的檔案權

威檔格式,擬訂出一套適用於各檔案典藏單位的格式。 

 

二、檔案權威檔需與相關的檔案描述格式相對應 

國內檔案界在檔案描述方面較為薄弱，雖有檔案主管機關─檔案管理局制訂相關

的編目規範，但仍未取得一致的共識。日後檔案權威檔的建檔務需與共同採用的檔案

描述格式相互配合。 

 

三、檔案權威檔需與相關的檔案Metadata格式相對應 

國內檔案數位化工作雖已開展，但是檔案的Metadata格式還在擬訂中。檔案權威
檔在建檔過程中，務需與檔案Metadata格式相對應，以免各檔案館採用不同的建檔格
式，發生紛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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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檔案名稱權威檔資料庫 

目前國內在建立權威檔方面的經驗是採單打獨鬥的方式，各自發展其本身所需的

權威檔格式。為使各單位已建檔的檔案名稱權威檔能夠彼此分享，建立檔案名稱權威

檔資料庫有其必要性。目前檔案管理局已發展全國檔案資訊系統，建議由該局在此系

統內增添檔案名稱權威檔資料庫，並負責整合國內各檔案典藏單位已建檔的檔案名稱

權威檔款目，以收資源整合與分享之效。 

 

五、成立檔案描述標準委員會 

檔案在編排與描述的實務工作經常會遭遇許多問題，有待解決。以圖書館界的經

驗而言，由中國圖書館學會成立「圖書分類編目委員會」，由學者專家與圖書館實務

有經驗的人士共同組成。定期召開會議討論與圖書分類及編目有關的問題，並訂定相

關的標準。國內檔案界在檔案的描述方面係剛起步，實有必要優先成立「檔案描述標

準委員會」，建議由檔案管理局規劃成立與召集，以定期討論與檔案描述有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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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問卷 
 

您好： 

本研究計畫是國科會「中文檔案名稱權威檔建立之研究」，本次訪談之

目的是為探討我國檔案館（單位）建立名稱權威檔之現況，以及權威檔建

立之過程與內容，以作為我國檔案名稱權威檔之依據。本研究亟需您的協

助，將有助於國內檔案權威檔之建立與發展。感謝您抽空接受我們的訪談

工作。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薛理桂 

九十年 十月五日 

 

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受訪者姓名：       

受訪者職稱：                    

受訪日期：   年   月   日 

 

一、權威檔建立之緣起 

1. 貴單位是否有進行權威檔的建置作業？（若無請跳至第六題） 

2. 貴單位為何種類型的資料進行權威檔的建立，為什麼？ 

3. 貴單位所作的權威檔類型為：人名  團体  家族  地名  其他？ 

4. 權威檔建立之目的：檢索查尋？相關資料庫的建立？ 

 

二、權威檔規畫 

1. 如何選定權威項目：例人名權威檔：資料中的那些人名需作權威控
制（史語所明清檔作提奏人名、近史所外交檔作收發人名） 

2. 如何訂定權威主權與資訊描述檔的著錄款項，其主導人員之背景 

3. 訂定權威檔所依循之標準 

4. 是否訂定規範書及作業流程圖 



 86

三、貴單位權威檔建立之人力資源 

1. 參與規畫的人員及其學科背景 

2. 著錄人員的學科背景，如何訓練？ 

3. 如何進行校正工作？ 

 

四、貴單位權威檔建立之現況 

1. 目前權威檔已建立多少款目？所費時間？ 

2. 預計建立多少筆數？預期完成時間 

3. 使用之系統 

4. 所遭遇之困難 

 

五、建議或補充事項 

1. 對於國內其他檔案館建立權威檔之建議 

2. 對於本研究計畫之建議 

 

六、貴單位目前未進行權威檔 

1. 是否於近年內規畫進行權威權建置？ 

2. 若無建立權威權，貴單位目前在檢索上如何解決同義異詞、古今異
名的問題？ 

3. 貴單位資料的檢索典如何產生？ 

4. 若要進行權威控制，貴單位面臨最大的因難是什麼？ 

 

 

 

 

 

∼感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