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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檔案管理的核心是檔案資料的編排與描述，對於蒐集到館的檔案資料進行實

體檔案的整理工作，並對於檔案的智能內容進行資訊的描述工作，其最終目的是

建立檔案的智能控制(intellectual control)，進而促進檔案資訊能便於查檢與利用。

檔案描述規則的訂定類似圖書館界的圖書編目規則之訂定，向來是檔案界所重視

的議題。所謂「沒有規矩，難以成方圓。」檔案界的描述規矩即是檔案的描述規

則，有了此規則，檔案界擁有一致性的規範可以依循，並進而產生一致性的檔案

記錄，將有助於檔案界進行資源分享。 

 

本研究主要針對北美地區最近剛完成訂定的檔案描述的的標準－－「檔案描

述：內容標準」(Describing Archives：Content Standard，簡稱 DACS)進行探討。此

項檔案描述內容標準，最初是北美地區包括美國與加拿大兩國相關單位共同合作

研擬的檔案描述內容標準，主要因應 EAD 檔案描述編碼格式標準的制定與應用，

以及 ICA 於 2000 年起陸續修訂 ISAD(G)和 ISAAR(CPF)二種檔案描述國際標準，

此項跨國計畫成果於 2003 年公布。隨後美國 SAA 以 DACS 取代原來 APPM 的檔

案與手稿描述規則，而加拿大則作為修訂其 RAD 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以 DACS 為探討核心，研究重點工作包括：1.瞭解 DACS 標準制定的

背景、主要內容規範的結構、以及北美地區應用的現況。2.完成 DACS 所有描述

項目及其規範內容的中文化工作。3.以中文版之 DACS，實際到檔案典藏機構，

瞭解各館檔案描述資訊和相應規範，以了解其適用於中文檔案環境之可行性。4. 

邀請各檔案典藏機構之編排描述實務工作者，討論其檔案描述實務經驗及 DACS

的適用性。5.研擬適用中文檔案特性之檔案描述內容標準，作為我國檔案描述實

務的參酌與應用。 

 

根據研究結果分析，由於 DACS 遵循檔案來源原則作為概念性架構，融合

ISAD(G)與 ISAAR(CPF)關於檔案資料與來源資訊二大檔案描述標準，兼顧描述資

訊與檢索點的選擇，以及集合美加兩國檔案界專家學者參與起草等特點。又國內

檔案實務界現有檔案描述亦以來源原則與尊重原始順序的架構，參考 EAD 制定其

檔案描述項目與格式標準等現況。在國內檔案資源整合的聲浪，以 DACS 作為中

文檔案描述內容標準的制定依據，可使國內檔案實務界有全國性的標準依循，有

利資源共建與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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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緣起 

 

檔案管理的核心是檔案資料的編排與描述，對於蒐集到館的檔案資料進行

實體檔案的整理工作，並對於檔案的智能內容進行資訊的描述工作，其最終目

的是建立檔案的智能控制(intellectual control)，並進而促進檔案資訊能便於查檢

與利用。檔案描述規則的訂定類似圖書館界的圖書編目規則之訂定，向來是檔

案界所重視的議題。所謂「沒有規矩，難以成方圓。」檔案界的描述規矩即是

檔案的描述規則，有了此規則，檔案界擁有一致性的規範可以依循，並進而產

生一致性的檔案記錄，將有助於檔案界進行資源分享。 

 

現代檔案管理歷經二百餘年來的發展，在檔案編排與描述的專業工作，自

19 世紀末《荷蘭手冊》的出版，確立檔案整編是根植於檔案來源的理論性基礎，

並系統化闡述全宗原則、尊重原始順序之專業概念，以及所發展的控制層次的

科學方法。接著 20 世紀中葉以來，隨電腦技術和資料庫興起，配合圖書館界制

定之機讀編目格式標準(MARC)，專門針對檔案與手稿的 MARC AMC，各國檔

案學界陸續制定 APPM、RAD 等內容著錄規則之實務工具；國際檔案學界也共

同研擬了 ISAD(G)、ISAAR(CPF)等檔案結構之國際標準，亦將資料內容規範在

其中。並且在 21 世紀伊始，各國檔案學界因應全球資訊網環境，陸續進行結構

與內容層級的描述標準修訂。 

 

2001 年，由美、加兩國共同發起，最後由美國制定的 DACS—新的檔案描

述內容標準，除了從四大面向重申檔案描述的八大原則之理論性基礎外，並以

三大組成部分詳細條列共計十四章的內容著錄規則。其所涵蓋的範圍與規範的

程度，從檔案描述資訊面向，包括：檔案本身資訊、檔案管理資訊、檔案來源

資訊等，兼顧使用者與管理者的需求面向；再從檔案描述資訊深度分析，DACS

已將著名學者 Patrick Wilson 於 1968 年針對書目控制的二種力量—描述性控制

(Descriptive control)與探索性控制(Exploitative control)概念性主張充分落實，在

規則中同時兼容客觀中立(第一部分一般規則與第二部分檔案產生者描述)與主

題加值(第二部分中產生者的權威紀錄與第三部分名稱的形式)的描述資訊。 

 

為達成資源互通的目的，DACS 之內容著錄規則中亦提供與 MARC 21、

EAD 等較廣泛應用的結構標準對映的資料元素及其屬性或分欄的著錄範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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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標準可建立在既有結構標準的基礎上，進而促進檔案資源互通與分享。且

在 DACS 永續發展的目標下，網羅各類型檔案館具有檔案工作經驗的檔案專業

人士成立工作團隊，持續關注和進行相關標準整合與維護計畫。 

 

由於 DACS 此新的檔案描述內容標準，對於北美地區的檔案描述產生鉅大

的變革，因而有必要對於此新的標準進行深入的了解，分析其制訂之背景因素、

本標準之內容結構、目前北美地區之應用現況。最後探討此標準應用於中文檔

案描述的可行性。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可歸納為下列五項： 

一、 討北美最新發展的檔案描述標準 DACS 之發展背景因素。 

二、 分析 DACS 之內容結構。 

三、 探討目前北美地區應用 DACS 之現況。 

四、 分析我國「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與數位典藏機構所採用的檔案描述規

範與使用情況。 

五、 研擬適用於我國之檔案描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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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實施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取的研究方法有三種，包括：比較法、實作法與焦點團體

法，分述如下： 

 

(一) 比較法 

 

比較法是指對同類事物進行比對，分析其相似點和差異性，從而

判斷其優劣的一種邏輯方法。1

 

科學研究中使用的比較法既是一種獨立

的研究方法，亦是許多研究方法中廣泛被運用的方法。例如歷史研究

法中比較歷史和社會背景，比較歷史人物的思想等。在觀察法和調查

法中比較各種現象、事實、質量等。 

本研究比較法之運用，主要以 DACS 為主體，首先分析北美地區

重要檔案內容描述標準的發展背景、標準的架構與描述項目的規範

等，再並列比較 DACS、RAD 和 LDRG 各類別的優勢。接著就國內檔

案管理局所制定的《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敘述其標準架構與描述

項目，並與 DACS進行比較。最後以綜合分析比較結果，獲得 DACS 在

中文檔案環境適用性之明確結論。 

 

(二) 實作法 

 

為了深入瞭解國內各檔案典藏機構對於檔案描述著錄標準的現

況，本研究主要採用中文檔案實作方法，以了解國內檔案描述內容規

範的實務經驗。第二年實際以中文版之 DACS 到檔案單位進行中文檔

案之描述工作，以了解其適用於中文之可行性。所利用的檔案樣本是

以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以及中研院臺史所古文書室為主。

實際以中文化的 DACS 進行檔案描述，以瞭解 DACS 應用於中文檔案

的適用性。 

 

                                                 
1 趙雲龍，圖書館學研究與方法(北京市：兵器工業出版社，1993)，頁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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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焦點團體法 

 

在進行上述比較研究與中文檔案實作後，將取得初步的研究成

果。依據初步的研究成果，擬訂適合我國的中文檔案描述標準。此外，

本研究將採用焦點團體法，邀請國內相關檔案編排與描述專業之學者

與專家，就有關檔案描述標準議題進行討論，並取得中文版的檔案描

述標準訂定的共識。最後，提出適合國內中文檔案描述的標準，以促

使國內檔案界採用一致性的檔案描述標準。 

 

二、 進行步驟與進度 

 

本計畫共分為兩年進行：第一年(96 年 8 月 1 日至 97 年 7 月 31 日)，

第二年(97 年 8 月 1 日至 98 年 7 月 31 日)。本計畫進行步驟，第一年主要

以文獻探討為主，針對 DACS 此新的標準進行深入的了解，分析其制訂之

背景因素、本標準之內容結構、目前北美地區之應用現況，並將完成英文

版之 DACS 中文化工作。 

 

第二年實際以中文版之DACS到檔案單位實地瞭解其中文檔案描述內

容規範及檔案描述資訊現況，以了解其適用於中文之可行性。再輔以焦點

座談，邀請檔案主管機關──檔案管理局與國內主要檔案典藏單位，以徵

詢和討論中文化的 DACS 在中文檔案描述應用的可行性，以及針對中文檔

案特性進行檔案描述內容標準之規範項目的增刪。最後將研訂適用於中文

檔案特性和國內檔案描述實務之檔案描述內容標準。 

 

本研究實施之步驟如下所述，並參見圖 1-1 與 1-2： 

 

1. 資料庫查檢：首先將查檢國內、外相關之資料庫與相關檔案機構的網

頁，以取得與本研究有關之文獻。 

 

2. 資料整理與初步分析：對於已收集到的文獻進行閱讀、整理，並進行

初步分析與輸入建檔工作。 

 

3. 資料彙整與深入探討：將文獻初步分析所得之資料，再進一步予以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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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美主要的檔案描述內容標準的比較：分析進行 DACS 與加拿大

RAD、DACS 與美國國家檔案暨文書總署的 LDRG 之項目對映與比較

分析。 

 

5. DACS 中文化：將英文版的 DACS 翻譯為中文。 

 

6. 依據中文版 DACS 實際到檔案館進瞭解各館檔案描述資訊：為實際了

解中文版 DACS 是否可以適用於中文檔案描述，本計畫將分赴國內檔

案典藏單位，以瞭解各館檔案描述實際著錄資訊及其規範現況。 

 

7. 焦點團體座談與資料整理：邀集相關政府機關與檔案典藏單位之整編

實務專家進行焦點團體座談，討論已中文化的 DACS 版本，以凝聚共

識，並取得更為客觀資訊和具體建議。 

 

8. 中文版的 DACS 與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進行比較和項目對映：訂定

中文版 DACS 過程中，將與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進行整體架構與描

述項目之比較。 

 

9. 研訂適用於中文檔案描述之 DACS：由於中文檔案描述有其特殊性，

英文版之 DACS 將無法完全適用於中文檔案，依據實作之結果與焦點

團體之共識，研訂適用於國內中文檔案描述之標準。 

 

10. 撰寫研究報告：最後階段是進行研究報告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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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流程如圖 1-1所示： 

 

 

 

 

 

 

 

 

 

 

 

 

 

 

 

 

 

 

 

 

 

 

 

 

 

 

 

圖 1-1：研究流程 

 

 

 

 

 

圖 1- 1：本研究之流程圖 

研究開始 

蒐集文獻資料 

決定研究主題與範圍 

整理、分析相關文獻資料 

研

究

蒐

集

分

析

階

段 

綜合分析與整理 

研擬中文檔案描述內容標準 

結論與建議 

撰寫研究報告 

研究結束 

研

究

分

析

與

結

論 

聯繫實務專家 

進行焦點團體 

座談紀錄整理 

研

究

執

行

階

段 

蒐集 RAD、LDRG 標準 

比較與對映 

比較結果分析 

蒐集中文檔案描述實例 

進行描述資訊分析 

描述內容規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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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二年進行，安排與規劃時程如圖 1-2： 

 

時間 

 

工作項目 

第

1-2

月 

第

3-4

月 

第

5-6

月 

第

7-8

月 

第

9- 

10

月 

第

11- 

12

月 

第

13- 

14

月 

第

15- 

16

月 

第

17- 

18

月 

第

19- 

20

月 

第

21- 

22

月 

第

23- 

24

月 

1.文獻資料查檢 
 

           

2.資料整理與初

步分析 
 

 
          

3.資料彙整與深

入探析 
 

 
          

4.DACS中文化   
 

         

5.DACS 與 RAD 等

標準比較 
    

 
       

6.中文檔案實作       
 

     

7.焦點討論        
 

    

8.DACS 與國家檔

案描述作業手

冊對映 

        

 

   

9.研訂適用於中

文的 DACS標準 
         

 
  

10.撰寫研究報告             

圖 1- 2：本研究之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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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預期目標 

 

本研究計畫研究目標及完成研究項目，主要有四項： 

一、 瞭解 DACS標準制定的背景、主要內容規範的結構、以及北美地區應用的

現況。 

二、 完成 DACS 所有描述項目及其規範內容的中文化工作。 

三、 以中文版之 DACS，實際到檔案典藏機構，瞭解各館檔案描述資訊和相應規

範，以了解其適用於中文檔案環境之可行性。 

四、 舉辦專家座談，邀請各檔案典藏機構之編排描述實務工作者，討論其檔案

描述實務經驗及 DACS 的適用性。 

五、 研擬適用中文檔案特性之檔案描述內容標準，作為我國檔案描述實務的參

酌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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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際檔案描述專業標準之發展 
 

回顧檔案描述專業標準發展，必須要追溯至 19 世紀荷蘭三位著名檔案學者

所出版的編排與描述手冊(通稱荷蘭手冊)，本書不僅確立檔案全宗與尊重原始

順序之編排理論性基礎，更闡明檔案描述的方法與工具，出版迄今已有百餘年

歷史，是深受歐美檔案學界推崇。而自 20 世紀中葉，檔案管理隨電腦科技的發

展，亦邁入現代化管理另一里程，國際檔案學會分別就檔案內容(content)和檔

案脈絡(context)資訊描述規範，於 1990 年代制定的 ISAD(G)與 ISAAR(CPF)之

國際檔案描述標準，以促成國際檔案資訊交換與共享，並作為各國制定國家標

準的依據，並於 21 世紀隨資訊網路環境的進展，分別於 2000 年及 2004 年重新

修訂與公布。 

 

茲就前述荷蘭手冊、ISAD(G)和 ISAAR(CPF)等三種重要的檔案描述專業標

準的制定及其主要架構與規範內容，簡述如下： 

 

一、 荷蘭手冊 

 

三位著名荷蘭檔案學者(Muller、Feith、Fruin)於 1898 年通力完成

《Handleiding Voor Het Ordenen En Beschrijven Van Archieven》，1920 年再

版。1968 年在美國出版英文版本《Manual for the Arrangement and 

Description of Archives》。如依英文版本可將其中譯為：「檔案編排與描述

手冊」，該手冊又通稱為「荷蘭手冊」。 

 

全書共有 6 章，分別闡述全宗概念、編排系統、檔案文獻描述、編製

檔案目錄(Inventory)、檔案描述的進一步發展、慣用名詞與符號，總計 100

條關於檔案編排與描述的規範。 

 

荷蘭手冊的主要內容架構與規範重點如下： 

 

第一章檔案館藏的來源與組成：規範條文內容包括全宗定義、檔案全宗為

有機成長體、有關行政單位或個人都可形成檔案全宗、檔案館典藏檔案的

來源、有關參照的概念、以及全宗不可分散之概念與分散的處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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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檔案文件的編排：檔案全宗的系統性編排、編排系統必須基於全宗

原有組織、編排必須儘可能重建其原始順序、編排考量史學研究興趣應視

為次要條件、同一案卷檔案不可分散、遺失文件的處理等。 

 

第三章檔案文件的描述：檔案全宗描述重點為檔案目錄(inventory)、檔案人

員對全宗形成背景有明確概念、先描述系列與案卷以取得整體觀點、檔案

目錄應包含內容描述、文件年代、內含系列、案卷與件等。 

 

第四章編製檔案目錄：主要針對編製檔案目錄的各種情況加以規範，包括

檔案與手稿應有明顯區別、行政機構變革時全宗的處置、不同類型檔案文

件的編排依據(如土地契約應依地理劃分、個人資產文件應以姓名字順排

序)、檔案全宗應提供索引、每一檔案文件都需提供一題名及其存放位置之

描述等。 

 

第五章檔案描述的進一步發展：製作年表以說明檔案全宗重要的內容、原

有文件不存在時可以抄本替代、檔案人員應熟悉館藏中最重要的文件加以

公開等。 

 

第六章慣用名詞與符號：不同檔案目錄應採用一致性的術語、對各種檔案

文件如帳冊與法律文件等應加以區分不同程序產生文件的形式、年代與日

期表示方式與符號規範等。 

 

荷蘭手冊出版已有百餘年歷史，美國檔案學家謝倫伯格 (T. R. 

Schellenberg)稱之為「現代檔案人員的聖經」(A Bible of Modern Archivists)，2

 

 

由全書架構與規劃可窺見作者們對檔案編排與描述整體性的主張與系統化

詳細的陳述。 

二、 ISAD(G)[國際, 1994, 2000]3

 

 

國際檔案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ICA)於 1994 年出版

《國際檔案描述標準 (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 

                                                 
2 Schellenberg, T. R., Appraisal of Modern Public Records (Washington: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s, 1956), 175. 
3 ICA Committee on Descriptive Standard, ISAD(G): 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 2nd ed. (Ottawa: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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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D(G))》，作為國際間各檔案工作人員描述檔案資料時參考規範。標準中

共包括 26 項基本描述元素，整體架構是依圖書館界所通用的《國際書目著

錄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General), ISBD(G)》為範

本所制定。 

 

ISAD(G)第二版的修訂起源於第一版中 5 年後修正的宣告，在 ICA 所

屬檔案描述委員會(Commission on Descriptive Standard, CDS)召集修訂會

議，並廣徵各國檔案學界的意見討論，於 2000 年公告 ISAD(G)第二版，仍

維持 26 條基本元素的規範條文。 

 

ISAD(G)制定目的在於：(1)確保檔案描述的一致性、合適性與自我解

釋。(2)協助檔案資訊的檢索與交換。(3)促使檔案權威資料達到分享。(4)

整合各檔案機構的檔案描述資訊，成為一致性的資訊系統。4

 

 

ISAD(G)是融合資料內容資訊在資料結構規範上，亦有多個國家正式採

行。5 其主要架構與規範內容，簡述如下：6

 

 

1. 多元層次描述 (Multilevel Description) 

 

2. 多元層次描述規則 (Multilevel Description Rules) 

說明檔案從一般到特定的描述原則，有關描述層次的資訊，以及描述的

連結等。 

 

3. 辨識項 (Identity Statement Area) 

用以辨識有關檔案描述單元的重要資訊，包括：參考代碼、題名、日期、

描述層次、描述單元的數量等。 

 

4. 背景脈絡項 (Context Area) 

有關檔案描述單元的來源與蒐藏資訊，包括：產生者名稱、行政/傳記

歷史、檔案歷史、徵集或移轉的直接來源等。 

                                                 
4 ICA Committee on Descriptive Standard, ISAD(G): 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 2nd ed. (Ottawa: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1999), 8. 
5 Roe, Kathleen D., Arranging & Describing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Chicago: SAA, 2005), 

95-96. 
6 ICA Committee on Descriptive Standard, ISAD(G): 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 2nd ed. (Ottawa: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1999),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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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內容與結構項 (Content and Structure Area) 

有關檔案描述單元之主題性質和編排等資訊，包括：範圍與內容、鑑定、

銷毀與保存資訊、累加、編排系統等。 

 

6. 取用與使用狀況項 (Conditions of Access and Use Area) 

包括取用管理狀況、重製管理情形、資料語文/書寫體、實體特性與技

術需求、查檢工具等。 

 

7. 相關資料項 (Allied Material Area) 

主要是與檔案描述單元有重要關連的資訊，包括：原件存放位址、複本

存放地點、相關單元描述、出版註。 

 

8. 附註項 (Note Area) 

特殊資訊，和其他大項未能表達的資訊。 

 

9. 描述控制項 (Description Control Area) 

本項之目的在於規範檔案描述是由何人、何時、如何呈現的，包括資訊

有：檔案人員註、規則或協定、描述日期等。 

 

三、 ISAAR(CPF) [國際,1996, 2004]7

 

 

由國際檔案理事會 (ICA)特別組成描述標準委員(Commission on 

Descriptive Standards, ICA/CDS)於 1993-1995 年針對檔案權威紀錄(團體、

個人與家族)所研擬的國際標準，並在 1996 年公布第一版《國際檔案權威

紀錄標準：團體、個人與家族(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Authority 

Record for Corporate Bodies, Persons, and Families, ISAAR(CPF))》。在

2000-2004 年間委員會主要任務是修訂 ISAAR(CPF)任務。2004 年公布第

二版，是歷經五年的修訂過程。 

 

ISAAR(CPF)是提倡一致性、適當的與自我解釋的團體、個人與家族的

描述之準備，以支援檔案權威紀錄的分享。目的在於與現存國際標準相

容，並可作為發展國家標準的基石。ISAAR 最主要目的是提供文書產生者

                                                 
7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Authority Record for Corporate 

Bodies, Persons and Families, 2nd ed. (Paris: IC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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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書產生背景等檔案描述標準化的一般性規則，進而提供下列功能： 

 

 根據文書背景包含連結到不同變化的描述之供應，取用在實體上是分

散的檔案與文書， 

 藉由使用者對檔案與文書產生與使用背景等瞭解，使其獲得在意義上

與重要性的更佳解釋； 

 明確辨識文書產生者在不同實體關係的描述，特別是記載團體組織的

行政改變，或是人物在個人或家族的環境的變化； 

 作為機構、系統或網路上描述紀錄的交流。 

 

且依據標準所形成的檔案權威紀錄亦可作為檔案描述單元中控制名稱形

式與辨識團體、個人或家族命名的檢索點。 

 

ISAAR(CPF)第二版是第一版(1996)的擴展與重新建構，1996 年版包括三

大部分(area)：權威控制項(Authority Control Area)、資訊項(Information 

Area)、和附註項(Notes Area)；第二版則是包含四大部分：辨識項(Identity 

Area)，如同第一版的控制項；描述項(Description Area)，類似資訊項；關

連項(Relationships Area)；以及控制項(Control Area)，類似附註項。 

 

檔案權威紀錄的描述元素，構成下列四大項資訊： 

 辨識項：唯一辨識實體的資訊，包含描述與定義紀錄標準化檢索點。 

 描述項：包含實體的本質、背景與活動的相關性資訊。 

 關連項：記載與描述與其他團體、個人與家族的關係。 

 控制項：記載唯一性的權威紀錄如何、何時、以及由何機構產生與維

護 

 

針對前述三種檔案描述規範及相關標準，就其制定年代、負責機構、規範

層次、核心內容、標準化強度，參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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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三種檔案描述專業標準比較 

名稱 

項目 
荷蘭手冊 ISAD(G) ISAAR(CPF) 

制定年代 

1898 年初版，1920

年再版。1968 年在美

國出版英文。 

1994 年第一版，2000

年公布第二版 

1996 年第一版，2004

年公布第二版 

制定機構

(人) 

Muller、Feith、Fruin

等三位荷蘭檔案學

者 

國際檔案理事會 國際檔案理事會 

標準強度 專業規範 國際標準 國際標準 

規範層次 
檔案編排與描述的

概念性基礎 

資料結構，但亦包含

內容著錄規範 

資料結構，但亦包含

內容著錄規範 

核心內容 

全宗概念、編排控制

層次、檔案文件描

述、編製檔案目錄

(Inventory) 

融合資訊內容與資

訊結構二大層次相

關檔案描述資訊 

作為檔案來源，如團

體、個人與家族的描

述依據，以支援檔案

權威紀錄的分享 

 

總結前述關於檔案內容規範之發展，《荷蘭手冊》是由三位檔案學者共同編

撰，於 19 世紀末出版，百餘年來受到歐美甚至是亞洲各國檔案學界所推崇。首

先，本書確認檔案來源原則、尊重全宗、尊重原始順序的編排原則，揭示檔案

整編的科學方法，且隱含整編過程中價值中立與推持其理性與客觀的尊重來源

之理論性基礎。其次是對於檔案文件描述及編製檔案全宗目錄之使用工具，提

供檔案管理界可具體依循的實務作業規範。 

 

國際檔案理事會於 1990 年代制定 ISAD(G)與 ISAAR(CPF)，並自 2000 年

以來陸續修訂，兩者主要是規範資料結構標準，但亦將資料內容的規則融入其

中，一是針對檔案智能內容、一是關注在檔案產生來源，國際檔案學界共同努

力所制定的檔案描述專業性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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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DACS 的制定沿革與概念原則 
 

1983 年，美國國會圖書館為了使《檔案與手稿機讀編目格式》(MARC 

Format for Archival and Manuscripts Control, MARC AMC)之交換格式運用時，有

編目手冊可以依循，制定《檔案、個人文件和手稿編目手冊》(Archives, Personal 

Paper, and Manuscripts Cataloging Manual, APPM)；1989 年由美國檔案人員學會

(SAA)出版第二版，全稱改為《檔案、個人文件和手稿：檔案典藏機構、歷史

學會和手稿圖書館的編目手冊》((Archives, Personal Paper, and Manuscripts：A 

Cataloging Manual for Archival Repositories, Historical Societies , and Manuscript 

Libraries)，仍簡稱APPM。8

 

 

APPM 第二版的架構，主要區分為二大部分： 

Part I Description 

第一部分描述，包括一般通則、題名及責任項、版本項、資料與出版特

殊細節項、日期項、實體描述項、文件系列項、附註項等。 

Part II heading and uniform title (標目與劃一題名) 

包括檢索點選擇、個人標目、地理名稱、團體標目、劃一題名等章節規

範。 

 

由於 APPM 第一版是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制定，一方面深受圖書館 MARC 格

式標準與 AACR2(英美編目規則)影響，一方面為了與其他圖書館資源相容，因

此 APPM 不論在架構上、內容上、甚至是術語方面，皆與圖書館編目規範類似。 

 

隨 90 年代Internet普及與WWW興起，MARC 21、EAD等關注於結構格式

規範的討論與標準的制定較為完備後，2001 年SAA接受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贊

助，組成「美加檔案描述任務小組」 (Canadian-U.S. Task Force on Archival 

Description, CUSTARD)，投入一項聯合美國與加拿大之描述標準的跨國計畫，

期望可產生一內容標準以取代APPM與RAD，並容納ISAD(G)與ISAAR(CPF)所

有資料元素，以及適用於所有類型的檔案描述。9

 

 

 
                                                 
8 Steven Hensen, Comp., Archives, Personal Papers and Manuscripts, 2nd ed. (Chicago: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989). 
9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Describing Archives: A Content Standard (Chicago: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200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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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ARD 主要目的有下列三點： 

 

1. 透過檔案描述提供取用檔案資料，至少可依來源加以取用。 

2. 記載檔案資料的背景脈絡(context)、內容(content)與結構(structure)，以

促進檔案資料的理解。 

3. 記載檔案的典藏保管歷史、編排系統、及其產生與使用，以建立檔案的

真實性。10

 

 

在CUSTARD跨國計畫的努力下，終於 2004 年正式出版「描述檔案：內容

標準」(Describing Archives: A Content Standard，簡稱DACS)。11 DACS所遵循

的檔案編排與描述原則：檔案館管理與藏品之描述主要根源於檔案的特性、其

產生的背景、和二百年的檔案理論。12

 

 以下將闡述DACS分別從四大面向 (一、

檔案資源的特性；二、編排與描述的關係；三、檔案描述的特性；四、檔案資

料的產生者)，以及與其對應的八大原則，分述於下。 

一、 檔案資源的特性 

 

檔案是個人或組織活動自然產生的結果，並非刻意所造成的產品，因

此，檔案的產生是自然的彙集、漸進的與連續性的成果。 

 

原則 1 ：檔案紀錄所具備獨特性(唯一性)的特質 

 

一直以來，所謂的檔案是指個人或組織所產生的文件，具有機成長的特性

及長期累積性，並且具有持續保存的價值。檔案反映出的特定主題、形式

等，使檔案紀錄具備獨特性與唯一性的特質，此特質是檔案編排與描述需

加以呈現的。 

 

原則 2：尊重全宗原則是檔案編排描述的基礎 

    

由個人或組織所產生、累積以及維護的檔案，必須要保存在一起，無論其

產生的個人或組織是否仍然存在，必須依據其原始的順序彙集，而不能和

                                                 
10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CUSTARD Project；轉引自薛理桂，「國際與北美地區檔案描

述標準發展現況」，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30:2 (民 93 年 10 月)：64。 
11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Describing Archives: A Content Standard, v. 
12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Describing Archives: A Content Standard, xi-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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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同個人或組織所產生的檔案混合，即所謂的尊重全宗原則，且有兩

個附帶的原則──來源原則及原始順序原則。來源原則是指同一個人或組

織所產生的全宗必須一起呈現，並且和其他組織或個人所產生的檔案有所

區隔，檔案的來源必須被明確的反映在描述上面；原始順序原則指不論是

檔案實體或是智能方面的描述，都必須要能夠維持檔案產生者當初所建立

的順序，不能加以破壞或混淆，如此才能夠維護檔案的證據價值。全宗原

則、來源原則、及尊重原始順序等三個原則，便是檔案編排與描述的基礎。 

 

二、 編排與描述的關係 

    

檔案編排與檔案描述的基本原則皆為尊重全宗原則，編排與描述之

間，二者關係相當密切。其區分準則，所謂檔案編排是指依據檔案實體及

智能性的特性，首先依其產生者(個人或機構)將資料加以區別，其次盡可

能去辨別原有檔案歸檔之原始排列順序，將其組織性呈現出來；而檔案描

述則是有關檔案資料的書目性資料，例如：檔案的產生過程及其內容方面

的敘述。根據檔案編排與描述的緊密關係所制定的原則如下。 

 

原則 3 編排的層次及其群體之辨識 

     

編排是識別檔案資料的首要步驟，須依據當初產生者所建立的順序。但是

當組織已經不存在或者遺失了當初產生順序時，各層次的描述應要有一定

彈性。一般而言，檔案編排的層級主要區分為「檔案館層級」、「全宗層級」、

「系列層級」、「案卷層級」、以及「件層級」等五大控制層次。由於檔案資

料的數量龐大及層級複雜，描述時必須釐清檔案整體及其細分層級的關聯

性。  

 

原則 4：描述反映出編排的特性 

    

檔案館典藏時必須能夠描述出上千件檔案的範圍，像是描述檔案的數量、

各層級中的細節，並依據資料的重要性、管理的需求性、典藏的來源以及

使用者的檢索需求等，由多層級的描述所構成，檔案館應當能夠選擇一個

最佳的層級來描述檔案，並利用描述資訊充分反映出編排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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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檔案描述的特性 

 

檔案館藏呈現其本質與來源的多樣性，檔案描述亦反應檔案的自然特

性。為符合機構、區域、國家描述系統的一致性描述，則規則必須可適用

各種格式與原生載體，和各種徵集來源。 

 

原則 5：描述適用於所有檔案資料載體形式 

     

來源原則的意涵在於由機構或個人產生、彙集或維持和使用的文件必須彙

集在一起，其前提即不能因為檔案特殊的形式或載體而拒絕描述相關檔

案。不同媒體當然會依不同規則描述其現有的特徵，例如：錄音資料需要

有播放速度及時間長短的說明，照片資料則要說明其為黑白或是彩色。因

此，描述必須適用於所有檔案資料，不論其載體形式。 

 

原則 6：檔案描述原則是不論產生者為團體機關、個人或家族皆能適用 

     

檔案紀錄是因應組織的功能或個人活動所產生的，其實體狀態、編排、主

題等皆有其差異性，檔案描述必須適用團體、個人、或家族等各式產生者。 

 

原則 7 檔案描述呈現詳細的多樣性及層級性 

     

檔案紀錄的特性與原始順序必須概括在檔案描述資訊之中，且檔案實體的

高廣尺寸及其複雜性也需要更詳細的描述，才能充分表現其多樣化的組

成。因此，檔案資訊的描述必須能呈現出檔案紀錄的多樣性及層級性。可

再細分為下列三項原則： 

 

1. 描述和編排層級是一致的：雖然檔案編排的層級決定檔案描述的層級，

但並非所有的編排層級都需要加以描述。例如副全宗或副系列，可以在

全宗或系列層級加以描述。當檔案持續增加之際，進行編排前應當先描

述一些基本的資訊。檔案編排是可以改變的，尤其是在檔案館收到一連

串、有規律性累積的檔案時，編排作業會隨著檔案的累積而持續進行中。 

2. 明確的指出描述層級的關聯性，可以引導使用者到較高或較低的適當層

級的描述。 

3. 每個層級的描述資訊應與該層級特性相符：當進行多層級描述時，各層

級資訊應符合層級特性，例如案卷層級的描述不應在系列層級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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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不必要的重複性，造成描述人力與資源浪費，甚至是造成使用者

對檔案編排次序與相關資訊的混淆情形。 

 

四、 檔案資料的產生者 

     

描述檔案產生者的資訊相當重要，並且是必須是可以提供使用者應用

的檔案資訊，以下原則是針對檔案產生者的重要性所制定。 

 

原則 8：檔案資料的產生者和資料本身都需要被描述 

     

來源原則是檔案編排與描述的基礎，此原則係依據檔案的來源與產生者之

相關重要資訊都必須加以描述，包括檔案的產生者及檔案形成過程中的收

藏者皆需要進行辨識與描述其資訊，特別是產生者的功能與活動等相關資

訊。此外，為了提高使用者檔案來源資訊的應用，控制標目等相關檢索點

不僅是先前的產生者，其接續性的產生者等組織變更，都應加以描述與連

結，例如：某個機關團體的組織改組，關於組織變革的資訊也應該予以描

述。 

 

由 SAA 針對 DACS 制定過程中，開宗明義以檔案紀錄的特性、編排與描

述關係、檔案描述的特性、以及描述檔案產生者等四大面向，所聲明的八項原

則，系統化地闡述檔案紀錄的獨特性與唯一性，尊重檔案來源原則的編排與描

述之概念性基礎，編排的控制層次之定義，描述必須反映編排方法及其層級關

係，適用各種檔案資料型態與載體，通用於團體、個人或家族等各種來源檔案，

描述必須呈現檔案多樣性與層級性，以及檔案資料產生者本身及其相關標目的

描述等。在內容標準之條文規範前，重申檔案本質的特殊性，衍生的編排與描

述必須呈現檔案紀錄的多樣性與層級關連性，可促進此內容標準的主要使用者

──實務界的檔案人員，瞭解檔案編排與描述的理論性主張及其概念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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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DACS 與檔案描述結構標準的關係 
 

檔案編排與描述的標準化，其目的在於促進檔案資源的互通性，以便利使

用者查詢和取用所需的檔案資源。如同 David Bearman 提出的檔案描述層次，描

述標準涉及資料結構、資料內容、和資料值等三層次，要達到資源的互通性與

提高資源分享的完整性，理想的檔案描述標準，應從資料結構、資料內容、資

料值，逐層加以規範。DACS 的制定，即期望能配合 EAD 和 MARC21 編碼結構

格式標準，在其規範的資料元素(或稱資料欄位)中，詳細陳述內容著錄的規則。 

 

EAD與MARC21 是檔案界較為廣泛運用於檔案描述的輸出工具，是提供檔

案編碼格式之資料結構標準。兩者最大差異在於，MRAC 21 起源於 80 年代電

子資料庫時代，主要作為館藏目錄的編目標準，通常僅用於檔案系列層級的描

述，以兼顧使用者查詢和檔案人員管理之應用，原本是一個別針對檔案與手稿

的機讀格式(MARC AMC)，隨美加兩國整合MARC系列成為MARC 21，目前

MARC 21 亦由SAA正式採用視為檔案專業標準。而EAD是發展於 90 年代WWW

的資訊環境，超連結與多媒體的全球資訊網的平台，主要是希望將傳統書本式

全宗目錄(Inventory/Register)進行數位化編碼，完整呈現檔案多元層級的積累性

與來源的獨特性，以提供使用者查詢檔案內容，和完整瞭解檔案形成的背景脈

絡及其歷史價值，EAD是以XML語法編製檔案查檢工具的文件類型定義

(DTD)，SAA已正式公告EAD，目前亦有多個國家運用此標準。13

 

 

在 DACS 規則中，亦提供著錄範例，其中包含 EAD 所運用的資料元素和特

定屬性，以及 MARC 21 所採用欄位與分欄符號。下文的表 2-2 根據資料結構再

到內容規則的層次順序，整理 MARC 21、EAD 二大較常見的格式標準和 DACS

的對映。 

                                                 
13 Roe, Kathleen D., Arranging & Describing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Chicago: SAA, 2005):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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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MARC 21、EAD 與 DACS 之對映 

MARC21 EAD DACS 

041 Language  <語言>使用屬性「語言

代碼」  

4.5 資料的語言 

100 Main entry--personal name  <來源><人名>  

<來源><家族名稱>  

第 12 章 個人和家族名

稱的形式 

110 Main entry--corporate name  <來源><團體名稱>  2.6 產生者名稱 

第 9 章 識別產生者 

111 Main entry--meeting name  <來源><團體名稱>   

130 Main entry--uniform title  <單元題名>  2.3 標題 

240 Uniform title  <控制查詢標目><題名>  2.3 標題 

245 Title statement  <單元題名>  2.3 標題 

245$f Title statement/inclusive 

dates  

<單元時間 屬性「類型」

="inclusive">  

2.4 日期 

245$g Title statement/bulk dates  <單元時間 屬性「類型」

="bulk">  

2.4 日期 

254 Musical presentation 

statement  

<資料規格>   

255 Cartographic mathematical 

data  

<資料規格>   

256 Computer file 

characteristics  

<資料規格>   

260$c Date  <單元時間>  2.4 日期 

300 Physical description  <實體描述> 及子元素 

<數量單位>、<尺寸>、<

類型與特徵>、<實體面>  

2.5 實體檔案的高廣 

340 Physical medium  <實體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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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21 EAD DACS 

351 Organization and 

arrangement  

<編排>  3.2 編排的內容 

351$c Hierarchical level  <檔案描述>使用屬性

「層級」  

3.2 編排的系統 

355 Security classification 

control  

<法律狀態>   

500 General note  <其他描述資料>  

<附註>  

7.1 附註項 

506 Restrictions on access note  <取用限制> <法律狀態>  4.1 管理使用狀況 

4.2 實體取得狀況 

510 Citation/references  <書目>   

520 Summary、etc.  <範圍內容>  3.1 範圍與內容 

524 Preferred citation of 

described materials  

<採用引證>  7.1 附註項 

530 Additional physical form 

available  

<其他可取得型式>  6.2 複製品現存的位置 

535 Location of 

Originals/Duplicates  

<原件所在位置>  6.1 原件現存的位置 

538 System Details  <實體技術>  4.3 技術性取得狀況 

540 Terms governing use and 

reproduction  

<使用限制>  4.4管理複製與使用狀況 

541 Immediate source of 

acquisition  

<徵集資訊>  5.2 採訪的直接來源 

544 Location of other archival 

materials  

<相關資料> <分別資料>  6.3 相關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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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21 EAD DACS 

545 Biographical or historical 

data  

<傳記或歷史>  2.7 行政/傳記歷史 

第 10 章 行政/傳記歷史 

546 Language  <資料語言>  4.5 資料的語言與字體 

555 Cumulative index/finding 

aids  

 4.6 檢索工具 

561 Ownership and custodial 

history  

<典藏歷史>  5.1 典藏歷史 

581 Publications about 

described materials  

<書目>  6.4 出版註 

583 Action  <評定> <處理資訊>  5.3 鑑定、銷毀和保存資

訊 

8.1 描述性的控制 

584 Accumulation and 

frequency of use  

<增加>  5.4 預期增加  

600 Subject--personal name  <控制查詢標目><人名 

角色="subject">  

<控制查詢標目><家族

名稱 角色="subject">  

第 12 章 個人和家族名

稱的形式 

610 Subject--corporate name  <控制查詢標目><團體

名稱 角色="subject">  

第 14 章 團體機關的名

稱形式 

611 Subject--meeting  <控制查詢標目><團體

名稱 角色="subject">  

 

630 Subject--uniform title  <控制查詢標目><題名 

角色="subject">  

 

650 Subject--topical  <控制查詢標目><主題>   

651 Subject--geographic name  <控制查詢標目><地理

名稱 角色="subject">  

第 13 章 地理名稱的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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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21 EAD DACS 

655 Genre/form  <控制查詢標目><類型

與特徵>  

 

656 Occupation  <控制查詢標目><職業>   

657 Function  <控制查詢標目><功能>   

69x Local subject access  <控制查詢標目><主題 

來源="local">  

 

700 Added entry--personal name  <控制查詢標目><人名>  

<控制查詢標目><家族

名稱>  

2.6 產生者名稱 

第 9 章 識別產生者 

710 Added entry--corporate 

name  

<控制查詢標目><團體

名稱>  

第 14 章 團體機關的名

稱形式 

711 Added entry--meeting name  <控制查詢標目><團體

名稱>  

 

720 Added entry--uncontrolled  <名稱>   

730 Added entry--uniform title  <控制查詢標目><題名>   

740 Added entry— 

uncont./related anal. title 

<題名>   

752 Added entry 

--hierarchical place name  

<地理名稱>  第 13 章 地理名稱的形

式 

852 Location  <典藏單位>  

<實體單位> 

2.2典藏處的名稱與地點 

 

理想的資訊基礎建設，應從資料結構、資料內容、到資料值，逐層規範其

標準，以促進資訊的互通與分享，但各層面的資訊描述規範則應可獨立運作，

以發揮其標準規範功能。DACS 是有關檔案描述內容層面規範，因此，制定目

的亦期望可以適用 EAD 或 MARC21 等結構標準所規範的描述項目內容著錄，

當然亦包括書本式的檔案全宗目錄等傳統呈現格式及其描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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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DACS 的現況 
 

2007 年 1 月，SAA 委員會批准正式成立DACS工作團隊(DACS WG)，網

羅對DACS制定或實際執行有經驗的團隊成員，不僅包含SAA中各種機構和專

門類型成員，也包括DACS使用者之廣義社群。14

 

 

DACS WG 正式成員是由下列機構成員所組成：  

 Bill Landis, 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 (chair)  

 Prudence Backman, 紐約州立檔案館(New York State Archives) 

 Kate Bowers,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Teresa Brinati, 美國檔案學會代表，SAA (staff representative)  

 Chatham Ewing, 密西西比大學(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Marcy Flynn, Silver 圖像管理公司(Silver Image Management) 

 Lynn Holdzkom, 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Mary Lacy, 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Andrea Leigh, 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電影電視檔案館(UCLA Film 

& Television Archive  

 Kathy Steiner, 亨利福特博物館(The Henry Ford)  

 

工作團隊目前主要工作計畫有下列四項：15

 

 

1. 建立 DACS 的官方資訊與通訊網站： 

 

 作為 DACS WG 成員往返電子郵件通訊的平台。 

 提供利用 DACS 編寫描述性成果(如書面式 finding aids 和 EAD 與

MARC)等附加範例。 

 提供常見問題的說明與解答訊息(FAQ)的網頁資訊。 

 有關 DACS WG 的會議資訊。  

 DACS 標準審查程序的大綱，以及最新即將審查的時程表。  

 以及 DACS 的書目(A DACS bibliography)。 
                                                 
14 Landis, Bill, DACS Working Group: Interim Report (Chicago: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2 

August 2007). 
15 Landis, Bill, DACS Working Group: Interim Report (Chicago: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2 

Augus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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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 5 年為一期，發展一套自 2009 年起 DACS 正式審查的計畫與時程表。 

 

3. 持續關注現代手稿目錄社群，期望在 APPM 中建立獨特性題名轉錄規

則，以作為 DACS 的補篇。 

由於 APPM 是以書目架構進行檔案資料的描述，然而 DACS 是有意遵循

的規範，但 ISAD(G)是在 APPM 最後修訂後發展制定的。因此，必須持

續討論此議題發展之可行方案。 

 

2007 年 6 月，Bill Landis 受邀出席 ACRL/ALA 的善本書與手稿部門

(RBMS) 的 書 目 標 準 委 員 會 (RBMS Bibliographic Standards 

Committee(BSC)。會議主要針對以書目方法描述現代手稿資料，特別是

在單件層次(item level)，缺少 DACS 的指南所討論的合作策略。BSC 最

後組成一手稿工作團隊(Manuscripts Working Group)著手進行指南的草

稿。DACS WG 則指派 2 位成員作為和 BSC 的正式聯繫窗口。新的指南

將是由檔案學者以基本 DACS 架構為主的手冊標準。 

 

4. 在 SAA 內發展出一套通用的通訊計畫，以及為各種以格式和典藏地為基

礎的小組和協商之有效推廣計畫，以確保工作團隊在 DACS 實行、解釋

和教育等相關需求能持續溝通。 

 

由前述 DACS 現況，包括組成工作團隊，由各類型檔案館具有實務經驗的

檔案專業人士組成，且持續關注 DACS 的執行與相關意見反應，可窥見 SAA

對於描述標準永續發展的積極態度。小組成員一直關注邀請 NARA 之官方代表

加入工作團隊的議題。此外，工作團隊成立官方通訊平台、擬定標準修訂與審

查計畫、整合手稿與善本圖書的描述規範等合作策略、以及發展 DACS 推廣策

略等工作計畫，皆顯示 SAA 對於檔案內容標準制定及相關社群應用 DACS 等

永續發展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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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美主要檔案描述內容標準之比較 
 

DACS 是聯合美國與加拿大描述標準的跨國計畫成果，在 2003 年計畫產出

DACS 草稿，合作計畫暫告一段落。隨後，美國以 DACS 取代 APPM，而加拿

大則藉以修訂 RAD，並於 2008 年提出更新版本 RAD 2，適用全加拿大的檔案

典藏機構。但在美國境內，身為文書與檔案管理的聯邦機關—美國國家檔案暨

文書總署，亦制定 Lifecycle Data Requirements Guide(LDRG)標準，提供轄屬檔

案機構執行文書與檔案管理流程中所需描述資訊的指引。因此，本章將以

DACS、RAD、LDRG，探討各標準的架構、描述項目及其規範組成編碼，綜合

比較之。  

 

第一節  DACS 架構、描述項目及其組成編碼 
 

一、 DACS 架構與描述項目 

 

新檔案描述內容標準(DACS)適用所有檔案控制層次的描述，也可用來

建置包括單一層次目錄性紀錄與完整層次全宗目錄等描述資訊，相較之下

APPM則是專門為了建置目錄性紀錄的描述標準。DACS主要架構是包含三

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描述檔案資料，第二部分是描述產生者，第三部分是

名稱形式。節錄其規範內容如下：16

 

 

(一) 第一部分：描述檔案資料 (Describing Archival Materials) 

 

第一部分描述檔案資料，是用來描述檔案資料的獨特性內容，適用所

有控制層次，不論檔案的媒體類型，可以將館藏的整體和個別的單件分別

描述並加以組合。共包含下列 8 大章節： 

 

第一章 描述的層級 

DACS 將描述的層級可有單一層次描述或多元層次描述。配合 ISAD(G)

對於描述性的架構所認可的四個基本層級：全宗(fonds)、系列(series)、

案卷(file)以及件(item)，DACS 所提供的元素適用任何一個層級描述其檔

案群體及其相關層級資訊。 

                                                 
16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Describing Archives: A Content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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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識別性元素 

關於識別性元素，DACS 規範有：(一)參考代碼，(二)典藏處所的名稱

與地址，(三)題名，(四)日期，(五)稽核數量，(六)產生者名稱，以及(七)

行政/傳記歷史等辨識檔案單元的資料元素。前五項是檔案資料描述的

重要元素。 

 

第三章 內容和結構元素 

在內容與結構元素中，主要規範檔案產生時的功能、活動、商業活動、

和檔案週期程序等內容範圍資訊，以及用來識別檔案的多樣性、依據檔

案之間的關聯性來排列順序的編排系統等二大類資料元素。 

 

第四章 檢索和使用狀況的元素 

主要規範檔案在檢索方面的限制性與應用性，考量到讀者與管理者二方

面使用者的需求，包括：管理使用狀況、實體取得狀況、技術性取得狀

況、管理複製與使用狀況、資料的語言與字體、以及檢索工具等六大項

資料元素。 

 

第五章 採訪與鑑定的元素 

關於檔案徵集與鑑定資料元素，涉及檔案的真實性、完整性以及解釋

性，是檔案描述重要資訊。共包括下列四節： 

 

 典藏歷史：檔案產生者所有權與典藏權的轉移等訊息； 

 徵集的直接來源：包含採訪的日期、採訪的方法以及其他相關資

訊，如捐贈契約書。 

 鑑定、銷毀和保存資訊：描述相關了解檔案鑑定的決定、銷毀工

作以及處置期限表以及使用上的資訊。 

 預期增加：是指典藏單位取得檔案後，檔案持續增加的資訊。 

 

第六章 相關性資料元素 

在相關性資料元素，包括原件現存的位置、複製品存放的位置、相同典

藏處所或不同典藏處所之間關係密切檔案資料訊息、以及出版註等四大

項資料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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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註項元素 

用來描述任何前述資料元素無法定義的訊息，例如特定保存條件或特殊

引文格式。 

 

第八章 描述性的控制元素 

提供文件產生及修訂的檔案描述紀錄，包含四個方面：資源使用方面、

是依據什麼規則或協定、修訂者的姓名以及產生與修訂的日期、建立持

續性關於內容、形式以及引文來源的政策。 

 

(二) 第二部分：描述產生者(Describing Creators) 

 

在 DACS 的第二部分對於產生者作了詳細的描述，這是在以往的規則

中所不足的重要訊息。檔案與圖書的不同點在於檔案管理非常重視檔案產

生者的資訊，因為「檔案來源理論」及其全宗原則和尊重原始順序概念，

引導檔案脈絡(context)和檔案結構(structure)的描述，是提供使用者確認檔案

真實性的基礎。而圖書館界則是採用分類與主題等內容原則，提供使用者

更多檢索點。因此，DACS 規範的第二及第三部分主要針對檔案產生者，

而圖書館的 AACR2(或新版的 RDA)目錄規則中，則是以作者為主要著錄項

目。第二部分的規範則是參考 ICA 所制定的 ISAAR(CPF)為基準。在檔案管

理人員執行著錄工作時，必須先依照三個步驟去建立檔案的背景資料： 

 

步驟一：檔案管理人員必須先選擇檔案資料的產生者為個人、家族或者團

體機構；在第 9 章「識別產生者」提供了這方面的規範及指引。 

步驟二：檔案管理人員必須組合關於這些個人或家族的傳記資訊，以及團

體機構的歷史、結構、功能與關聯性等資料；在第 10 章提供了傳

記或行政歷史方面的指引。 

步驟三：最後，檔案產生者名稱的形式需依照 DACS 來規範。 

  

第二部分描述產生者，主要提供檔案產生脈絡資訊的規範，共有 3 大章節： 

 

1. 第九章識別產生者 

用來識別機關團體、個人以及家族在檔案產生、組成、累積、維護以及

使用過程中的描述規則，以協助使用者選擇合適的檢索點，以方便使用

者搜尋與辨識檔案紀錄。就檔案而言，產生者可能為機關團體或是個

人，甚至是某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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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十章行政/傳記歷史 

主要目的仍是促進檔案形成背景脈絡更加明確與易於理解。在行政/傳

記歷史會提供有關公司團體、家庭或者個人等產生者的相關資訊，並以

其功能作為使用者查詢時的檢索點。 

 

3. 第十一章權威紀錄 

指引權威紀錄的產生，資料元素是依據 ISAAR(CPF)制定的，包括權威

形式、並列形式、其他權威形式、以及其他形式等名稱。 

 

(三) 第三部分：名稱形式(Form of Name) 

 

在第三部分包含三個章節，有關名稱的形式是依據 AACR2 所制定的，

但不同的是 DACS 是強調檔案產生者，包括個人、家族與機關團體名稱等

來源資訊。包括下列 3 個章節： 

 

1. 第十二章個人和家族名稱的形式 

選擇名稱標目的基本原則是依照較為熟知的名稱。在此章節中詳細規範

各種情況下，宗教、婚姻、語言等不同考量，區辨名稱形式的規範。 

 

2. 第十三章地理名稱的形式 

地理名稱是用以區分同樣名稱的公司團體、會議、或是政府機構等。 

 

3. 第十四章團體機關的名稱形式 

團體機關名稱選擇的順序，依序是在出版刊物、參考資源、機關團體文

書、與行政文書相關的檔案描述、最後是在其他檔案中呈現的名稱。 

 

總結 DACS 新的內容標準，其規則條文是由三大組成部分構成，呈現

檔案的獨特性與積累性，是承繼 200 年來檔案來源原則之理論性基礎，以

尊重全宗與原始順序的概念性原則，以及控制層次之科學性方法，兼具理

論與實務的內容著錄規範。第一部分是描述檔案資料的規則，是運用持續

性、適切性與自我解釋的特性進行檔案內容之描述，著錄規則可適用檔案

及手稿資料的每一層級，且無論檔案的載體類型或形式，皆可將檔案館藏

的集合群體和個別單件加以描述與組合關聯；第二部分是描述產生者主要

提供檔案產生脈絡資訊的規範，包含產生者名稱的規則，行政/傳記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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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以及檔案典藏單位維護權威系統的權威紀錄規範；第三部分是提供

個人、家族或者機關團體檔案產生者、典藏者或者檔案主題名稱的標準形

式之選擇規範。 

 

二、 DACS 描述項目組成與編碼 

 

DACS 參考 ISAD(G)標準的 26 項描述項目，在檔案描述部分共列出

25 元素，與 ISAD(G)的差異在於少了控制層次，每一項描述項目的組成與

編碼方式，都包含：描述項目名稱、目的與範圍、資訊來源、一般規則、

選擇性的細則、以及 EAD 與 MARC 21 的編碼範例。 

 

以 2.3 題名一項為例，其組成與編碼如下： 

1. 目的與範圍 (Purpose and Scope) 

每一描述項目都以目的與範圍以清楚指出該項目所包含描述相關資訊

規則。 

 

以題名為例，其目的是為了提供可辨識資料的描述字詞或片段。題名

可以是檔案人員命名或是正式題名。檔案人員通常會為檔案資料命

名，命名考量通常包括產生者或蒐藏者名稱，以及檔案資料的特性。 

 

2. 資訊來源 (Sources of Information) 

主要是指引檔案描述必須根據適當來源。 

 

以題名為例，檔案人員命名題名的依據有檔案本身內部資訊，或是文

書處置計畫、或與捐贈者聯繫得知等外部資訊來源。 

 

3. 一般規則 (General Rules) 

在提供題名資訊時，依慣例是由名稱或檔案特性組成足以作為資料唯

一辨識的簡短題名。 

 

4. 選擇性細則 

在題名項中，規範了名稱元素、家族名稱元素、機關團體名稱元素、

檔案單元的特性、檔案單元的主題等細則。例如在名稱元素中規範是

要著錄檔案產生、積累或維護之人物、家族、或機關團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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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編碼範例 

作為描述項目呈現的結構格式，提供 EAD 和 MARC 21 等二種常用的

結構標準為編碼範例。 

 

EAD 編碼： 

<unittitle>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 records </unittitle> 

<unittitle> Jame M. Woodbury diary, letters, and other materials 

</unittitle> 

MARC 21 著錄： 

245 00 $a Project Ngoc records, $f 1978-1998 

245 00 $a Clarence McGehee collection on Ruth St. Denis, $f 1908-1937 

  

DACS 為了提供檔案描述時明確指引，每一項描述項目的組成架構及

編碼方法是一致的，即每一項目都前述五項的說明，僅是在選擇性細則中，

不同描述項目有不同詳簡資訊的規範，作為檔案人員選擇性的參考依據 

 

 



檔案描述內容標準(DACS)應用於中文檔案描述之研究 

33 

 

第二節 加拿大 RAD 檔案描述規則 
 

加拿大檔案界歷經 20 餘年努力，終於在 1993 年完成加拿大《檔案描述規

則(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 RAD)》17。RAD依據來源原則，用以產生「查

檢工具」形式的檔案描述規則，其主要目的在於(1)辨識檔案來源、產生時間、

數量及其實體特徵；(2)提供行政管理資訊；(3)提供檔案內容。18

 

 

1998 年加拿大檔案描述委員會(Canadian Committee on Archival Description, 

CCAD)開始思考RAD的修訂，其中接受美國檔案界邀請參與有關APPM相容於

EAD的討論，共同在 2001 年參加CUSTARD計畫。並以 2003 年CUSTARD計畫的

成果DACS作為其RAD第二版修訂的基礎，持續修改各章節條文規範內容，促使

RAD 2 成為一詳細、多媒體與多層次描述標準，更具結構性和實質相容於

ISAD(G)與ISAAR(CPF)等國際標準。19

 

  

CCAD於 2008 年提出RAD 新版本，2008 年版的成果是徵詢加拿大檔案界

對於RAD 2 的修訂共識成果，使標準更具彈性，並能反映加拿大檔案館的描述

實務。首先，新規則提供系列組成最高層次描述的方法與指引；其次，新規則

指引檔案全宗(個人合集)與個別單件的描述；最後，CCAD非常滿意 2008 年版

本加入原則性聲明，這些原則是象徵檔案描述標準的概念性架構。主要原則有：

檔案描述應符合使用需求、所有檔案資料(包括全宗、系列、個別單件)的描述

應整合成一套共同規則、尊重全宗是檔案編排與描述的基礎、必須描述檔案資

料的產生者、以及描述要反映出編排層次系統等五大項。
20

 

 

一、 RAD 架構與描述項目 

 

RAD 規則的目的主要是基於傳統檔案原則，提供檔案資料描述一套一

致性和共通性的基礎。所有規則皆可適用於全宗、系列、單件等層次，亦

適用文字性、圖像資料、視聽資料、動畫等載體。RAD 的架構主要區分

                                                 
17 Canadian Committee on Archival Description, 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 (Ottawa: Bureau of 

Canadian Archivists, 1990). 
18 薛理桂，「國際與北美地區檔案描述標準發展現況」，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30:2 (民 93 年 10
月)：63。 

19 Canadian Committee on Archival Description, Toward a Second Edition of RAD: A Report (June 
2005), 3-4. 

20 Canadian Committee on Archival Description, 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 2008 version 
(Ottawa: Bureau of Canadian Archivists, 2008), xxiii-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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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處理描述檔案本身的資訊；第二部分是處理決定標

目和建立檢索點的參照資訊。兩部分規則的處理皆從整體性到特定性。 

 

第一部分：描述 

第一章是描述的整體性規則，再依資料類型依次規範多媒體、文字性文

書、圖像資料、製圖資料、建築和工藝圖、動畫、聲音紀錄、電子文書、

微縮紀錄、物件、集郵文書、以及個別單件等 12 章。第一章的描述項目，

共有九項，簡述如下。 

 

1. 題名與責任項(Title and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Area) 

可在所有層級中描述。例如提名包含正式題名與提供提名。如果檔案已

有一個正式題名，即照錄。正式題名很少存在於全宗與系列層級，大多

存在於案卷與件層級中，並且比較常見於非文字資料中。如果沒有正式

題名，就要基於全宗、副全宗或系列的內容提供一個題名，提供題名由

一個名稱元素(即產生檔案的個人、家族或團體)與代表檔案特質元素，

以某一個人全宗為例，全宗名稱可取為 Joe Smith fonds 或 Jones Family 

fonds 等。  

 

2. 版本項(Edition Area) 

僅在件(item)層級描述。在超過一種的文件形式時，版本項才會被使用，

其包含兩個元素，一是版本的聲明、及與此版本相關的責任聲明，通常

版本項是被使用在出版品中，但也可以用在未出版的文件上。 

 

3. 特殊細節項(Class of Material Specific Detail Area) 

可用在所有層級的描述上。例如製圖檔案、建築工藝圖的比例、設計、

類屬等。 

 

4. 產生日期項(Date(s) of Creation Area) 

可用在所有層級的描述上。日期包含檔案資料最早以及最近的日期，在

其描述的層次中依其單位被描述。 

 

5. 實體描述項(Physical Description) 

可用在所有層級的描述上。高廣度是實體描述區的一部分，包含「其他

實體細節、「尺寸」以及項目層級的「附件）」，高廣度是用來測量文件

檔案的長度與精確計算照片或地圖的數量，高廣度元素中應說明資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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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數量及擁有什麼。 

 

6. 出版者系列項(Publisher’s Series Area) 

僅在件(item)層級描述。僅在出版或作家系列中特殊的單元特徵中被描

述。 

 

7. 檔案描述項(Archival Description Area) 

全宗層級的行政歷史或傳記概略，亦可在系列層級中應用。範圍與內容

可在所有的層級中被描述。行政歷史應包含日期、功能職掌的授權、範

圍、先前與後來的組織團體、行政管理關係、及行政管理架構等；傳記

概略應包含名稱、居住地、教育、工作、生活與活動等。 

 

8. 附註項(Note Area) 

可用在所有層級的描述。提供原本描述項之外與檔案相關資訊的描述機

會。 

 

9. 標準號碼項(Standard Number Area) 

唯有在件(item)層級描述。例如 ISBN、ISSN、或任何被認可的標準號

碼。 

 

第二部分：檢索點 

    RAD內容的編排，為檢索的標目與參見。簡述如下：21

 

 

1. 檢索點的選擇(Choice of Access Points) 

檢索點的選擇有三大類：(1)來源檢索點：用於全宗及系列層級，包含

人物、團體機構、家庭。(2)作者檢索點：用於系列、案卷、件的層級，

用人名、作者、題名、責任描述等。(3)其他非主題檢索點。 

 

2. 人物標目(Headings for Persons)  

如名字的選擇：不同名字之間的選擇(廣為人知的名字、筆名)，相同名

字不同形式的選擇(完整、語言、手跡、拼字)。 

 

 
                                                 
21 Canadian Committee on Archives Description, 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 

<http://www.cdncouncilarchives.ca/archdesrules.html> (25 Jul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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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理名稱(Geographical Names ) 

選擇大家熟知與通用。 

 

4. 機關團體標目(Headings for Corporate Bodies) 

選擇的順序是：(1)機關團體發行的出版品中所用的名稱；(2)參考來源

中出現的名稱；(3)在全宗檔案中出現的名稱。 

 

5. 參見(Reference)  

針對人名、地名、機關團體的參見。 

 

二、描述項目的組成與編碼 

 

RAD 的描述項目規則的組成，以第一章描述的整體性規則而論，主張

是基於尊重全宗的檔案原則與 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ISBD(G)的架構。共計九大項的規則中，除了一般性規則外，

描述項目歸納為題名與責任項、版本項、資料特殊細節項、產生日期、實

體描述項、出版者系列項、檔案描述項、附註項、以及標準號碼項，各大

項皆有初步規則說明。 

 

以題名與責任項為例，其組成與編碼如下： 

1. 初步規則 (Preliminary rule) 

2. 專有題名 (Title proper) 

3. 一般資料命名 (General material designation)：包括多媒體、文字性資

料、動畫、建築工藝圖等載體類型，是選擇性使用的規則。 

4. 並列題名 (Parallel titles) 

5. 其他題名資訊 (Other title information) 

6. 責任敘述 (Statements of responsibility)：僅提供在單件層次的描述。 

 

RAD 2 中各項描述規則中，其描述項目組成架構與編碼系統並未一致

性。且版本、出版者系列、以及標準號碼等三項，皆僅提供單件層次描述

時所用。對於檔案產生者之重要來源資訊，以及編排系統的結構資訊，皆

未能清楚說明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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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 NARA 的 LDRG 描述規則 
 

美國國家檔案暨文書總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在 2008 版的《生命週期資料需求指南》(Lifecycle Data Requirements Guide, 

LDRG)開宗明義指明，是為解釋紀錄NARA生命週期資料之元素(欄位)架構，是

包含檔案資料生命週期中檔案描述的資料需求，並未涵蓋所有的生命週期。此

架構可應用於NARA所有永久檔案資料的描述，也包含聯邦和總統文書、以及

受贈資料。此架構提供指引元素內容規範，以產生完整和一致性描述，以及註

記元素值的著錄權威來源。NARA表示LDRG會隨著新資料徵集和作業實務改善

而持續維護與修訂。22

 

 

就檔案資料描述的元素，LDRG 主張應不限層次與載體外，也應包含檔案

產生者與數位物件的元素。描述檔案時，要配合檔案資料的來源背景描述產生

者，每一系列描述必須在全宗(或合集)之下，並連結到檔案產生者；而產生者

描述可連結到多元層次描述；每一單件或案卷描述必須連結到系列描述。所有

連結可維護檔案來源及其階層架構。即表示檔案描述的基礎，亦是基於檔案來

源理論、全宗原則與尊重原始順序的傳統原則。針對數位物件，例如圖像資料

的數位化重製品等，也應連結到檔案描述，一件檔案單件可以有多個數位物件。

數位物件的規範元素，是因應數位典藏與網路開放服務需求而生。 

 

基於檔案來源理論等傳統原則，以及數位網路服務發展，LDRG 在檔案描

述元素主要有：1. 檔案描述元素：包括智能性元素、實體元素、和載體元素；

2. 檔案產生者，包括個人或組織；3. 檔案描述層次：包括全宗、系列、案卷、

單件四層次；4. 數位物件元素：數位物件是 NARA 檔案典藏的複本，是在單件

層次連結到檔案描述。 

 

一、LDRG 架構與描述項目 

 

LDRG 架構首先區分為檔案資料與相關元素(Archival Materials and 

Related Elements)和微縮產品元素(Microform Product Elements)二章。第一

章的架構是以描述規範的概念性原則區分為四大部分，簡述如下。 

 
                                                 
22 NARA, Lifecycle Data Requirements Guide (Washington: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3 Marc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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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宗和檔案資料的描述元素  

檔案資料的描述元素可區分為智能、實體、以及載體等三大類元素： 

1. 智能元素：包括題名、註記、數字、日期、檢索點、限制、產生

者、行政管理等 8 大項。 

2. 實體元素：主要描述複本狀態，包括清單、數量、典藏設備等。 

3. 載體元素：包括載體類型、視聽媒體元素等。 

 

(二) 組織的描述元素 

檔案是由組織所產生時的檔案來源描述資訊，包括組織名稱、AACR2

的名稱、行政歷史、人物參照、其他組織名稱等元素。 

 

(三) 人物的描述元素 

描述檔案是個人產生者，包括個人名稱、傳記註、生卒年、資訊來源

註、以及其他個人名稱等元素。 

 

(四) 數位物件的描述元素。 

數位物件的描述元素包括：物件類型、物件識別、縮圖檔名、縮圖大

小、存取檔名、存取檔案大小、物件指定、物件描述、計畫識別等元

素。 

 

第二章是微縮產品元素，此規範架構是用來描述 NARA 製作的微縮產

品，共包括產品、實體、捲/片等三大類元素。細項元素有微縮產品名稱、

摘要、地名參照、組織名稱參照、人名參照、主題參照、涵蓋起始日期、

一般註、載體類型、實體註、典藏設備、微捲/微片號碼、微捲/微片描述

等。 

 

二、描述項目的組成與編碼 

 

LDRG 每一描述元素是由：1.元素特性表：特性表中包括必備、重複

性、資料類型、權威值、適用層次、限視聽資料、開放元素等七項；2. 定

義、目的、關係、和規則陳述；3. 範例等三大項組成。 

 

以題名為例，每一描述元素的架構組成如下： 

(一) 元素名稱 

題名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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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性表 

 

必備 重複性 資料類型 權威值 適用層次 限 A/V 開放元素 

是 不是 變長字串 無 全宗/合集 

系列 

案卷 

單件 

不是 是 

 

(三) 定義、目的、關係、與規則 

1. 定義：題名是用來命名全宗、合集或檔案資料。 

2. 目的：作為辨識資料和檢索點作為查詢檔案資料，題名是主要的識

別資訊。 

3. 關係：題名必須加以命名，題名是獨立的，但所有題名元素是取決

於它。 

4. 規則：包括一般規則：在全宗、合集和系列層次，題名是由 NARA

命名；在案卷層次則通常是由檔案資料產生者給予的；在單件層次

則可以是正式的、產生者命名或是 NARA 指定。以下分別以全宗、

合集、系列、案卷、單件層次，說明相關規則。例如機關檔案用

「Records of +機關名稱」，個人文書用「個人名稱+Papers」，以及

人為蒐藏用「機關名稱+Collection」或「個人名稱+Collection」。 

 

(四) 範例 

在各項細則下，提供範例供參，例如： 

1.全宗/合集層次： 

Record of the War Labor Policies Board 

Lou Henry Hoover Papers 

Roosevelt Family Papers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2.系列層次 

Quarterly Status Reports 

Albert Einstein’ Letter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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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卷層次 

News clippings regarding ACOG [Association of Central Oklahoma 

Governments] 

Reports on Weapon System Design 

 

4.單件層次 

Triumph of the Will 

Manual for Army Cooks 

 

NARA 在 LDRG 中各項描述規則中，其描述項目組成架構採用標準化

組成，不僅提供描述項目的定義與目的、規則說明與範例，其特色在於提

供包括必備、重複性、資料類型、權威值、適用層次、限視聽資料、開放

元素等項目的特性表。其中亦指出每項描述項目適用的檔案層次，具體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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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DACS、RAD 與 LDRG 綜合比較 
 

美國與加拿大 2001 年共同合作研擬檔案描述內容標準，於 2003 年完成

DACS 草稿後，因二國檔案描述實務作業的差異，美國 SAA 決定以 DACS 取代

APPM，並於 2007 年成立 DACS 任務小組持續討論與維護。加拿大 CCAD 則以

DACS 作為 RAD 2 修訂的基礎，在 2008 年提出新版本。此外，在美國境內 SAA

雖積極邀請，但 NARA 並未參與 DACS 任務小組，且 NARA 亦有 LDRG 的描述

指南。茲就 DACS、RAD 和 LDRG 三種檔案描述內容規範，分析比較如下。 

 

一、 制定機構與應用 

DACS 是 SAA 邀請加拿大 CCAD 所進行檔案描述內容標準的跨國計畫

(CUSTARD)成果，用以取代 APPM。2007 年 SAA 成立任務小組負責維護工

作。RAD 則是加拿大 CCAD 以 CUSTARD 成果，徵詢加國檔案界的意見後，

在 2008 年提出新版本，並由 CCAD 持續維護。而 LDRG 則是美國檔案主

管機關 NARA 所制定。 

三種標準的應用方面，DACS 由 SAA 與國會圖書館主導，採用 DACS

的機構包括國會圖書館、紐約州立檔案館、耶魯大學、享利福特博物館等

各類型檔案相關機構。RAD 是加國檔案管理界應用已久的描述規則，2008

年版本亦是多年持續修訂的成果，同樣適用全國檔案管理單位。而 LDRG

則是 NARA 作為永久檔案、聯邦和總統文書、以及受贈資料的描述作業規

範。 

二、 檔案描述概念性原則 

DACS 開宗明義以檔案的特性、編排與描述關係、檔案描述的特性、

以及描述檔案產生者等四大面向，聲明的八項原則，系統化地闡述檔案紀

錄的獨特性與唯一性，尊重檔案來源原則的編排與描述之概念性基礎，編

排的控制層次之定義，描述必須反映編排方法及其層級關係，適用各種檔

案資料型態與載體，通用於團體、個人或家族等各種來源檔案，描述必須

呈現檔案多樣性與層級性，以及檔案資料產生者本身及其相關標目的描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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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 在 2008 年版新增概念性原則，以作為檔案描述的理論性架構：

1.檔案描述應符合使用需求，2.所有檔案資料(包括全宗、系列、個別單件)

的描述應整合成一套共同規則，3.尊重全宗是檔案編排與描述的基礎，4.

必須描述檔案資料的產生者，以及 5.描述要反映出編排層次系統等五大項。 

LDRG 則在檔案描述導言，指出檔案描述應不限層次、不限載體，並

包括檔案產生者與數位物件。此外，並且強調檔案描述內容與產生者背景

之間的連結關係，四大檔案控制層次間的層屬連結關係，以及檔案描述與

數位物件之間的關係。 

綜合前述三大標準的概念性原則，三種標準皆以檔案來源理論、全宗

原則、以及尊重原始順序作為檔案描述的傳統，構成檔案描述除了內容

(content)外，來源脈絡(context)和檔案結構(structure)的重要架構。DACS 是從

檔案積累性與獨特性的資料特性為基石，RAD 則以使用者需求為第一原

則，LDRG 則強調數位物件的描述與連結關係。 

三、 描述標準的架構 

DACS 整體標準架構共有檔案資料描述、產生者描述、和名稱形式等

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檔案資料描述中，參考 ISAD(G)的 26 元素，但就描

述層次的規範，是採多元層次或單一層次描述方式分別說明，而不是視為

一項描述元素，因此，總計包含識別、內容與結構、檢索與使用狀況、徵

集與鑑定、相關資料、附註、和描述控制等七大項、25 項描述元素。第二

部分產生者描述包含了產生者名稱、行政歷史/個人傳記、以及權威紀錄，

第三部分的名稱形式則包含個人與家族、地理區域、機關團體等名稱，主

要參考 ISAAR(CPF)之國際檔案權威紀錄標準。 

RAD 在 2008 年版本的架構，以 RAD 第一版為基礎，雖參考 DACS 草

稿，但仍以 ISBD(G)為主要依據，RAD 的架構主要區分為二部分，第一部

分是處理描述檔案本身的資訊，第二部分是處理決定標目和建立檢索點的

參照資訊。第一章是描述的整體性規則，再依資料類型依次規範多媒體、

文字性文書、圖像資料、製圖資料、建築和工藝圖、動畫、聲音紀錄、電

子文書、微縮紀錄、物件、集郵文書、以及個別單件等 12 章。描述項目有：

題名與責任敘述、版本、特殊細節、產生日期、實體描述、出版者系列、

檔案描述、附註、標準號碼等 9 大項。第二部分檢索點，則有人名標目、

地理名稱、機關團體標目、以及參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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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RG 的整體規範架構是由檔案資料描述元素和微縮產品元素二章組

成。第一章的檔案資料描述中，區分為檔案資料、組織、個人、和數位物

件等四大部分的描述元素，並在檔案資料描述中再細分為智能、實體、和

載體三大項。並且強調檔案產生者與檔案資料描述紀錄、數位物件和檔案

資料、以及微縮產品與檔案資料之間的連結關係。 

綜合三種描述內容標準的架構，DACS 參考 ISAD(G)和 ISAAR(CPF)國

際檔案描述標準，包括檔案資料、產生來源、和檢索點三大部分的描述資

訊，兼顧客觀描述與主觀取用的描述面向，具體明確規範檔案內容、來源

背景、和檔案結構的描述資訊。RAD 則延用第一版以 ISBD(G)國際書目著

錄標準，分為檔案描述與檢索點二大部分，在檔案描述中先陳述整體規則，

再以資料載體，依次分別規範各種載體的檔案描述；整體架構未能具體突

顯檔案獨特性與積累性的本質，與檔案控制層次的結構。LDRG 在檔案資

料描述中檔案資料、組織、個人、和數位物件的四大描述項目，除了反映

檔案來源原則外，亦能因應數位典藏與網路服務的資訊需求，規範數位物

件的描述項目，並再次強調各種描述資訊之間的連結關係。 

四、 描述項目 

由前述概念性原則和規範架構分析比較，三種標準皆強調檔案特性及

檔案來源的重要性。以下以 DACS 的描述項目對映 RAD 與 LDRG，列表比

較如表 3-1。 

表 3- 1：DACS、RAD 與 LDRG 描述項目之對映 

DACS RAD LDRG 
描述項目大類 描述項目 描述項目 描述項目 
識別性元素    
 參考代碼  智能元素—數字 
 典藏處所名稱

與地址 
 實體元素--典藏設

施 
 題名 題名和責任敘述 智能元素—題名 
 日期 產生日期 智能元素—日期 
 稽核數量 實體描述 實體元素—長度 
 產生者名稱  智能元素—產生

者 
 行政歷史/傳記 檔案描述項—行政

歷史/傳記 
個人與組織等產

生者描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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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CS RAD LDRG 

描述項目 細項 描述項目 描述項目 
內容和結構    
 內容與範圍 檔案描述項—範圍

與內容 
智能元素—附註-
範圍與內容 

 編排系統  智能元素—
附註-編排 

檢索和使用    
 取用狀況  智能元素—限制-

取用限制 
 實體取用  同上 
 取用技術  同上 
 重製與使用  智能元素—限制-

使用限制 
 檢索工具  智能元素—附註-

檢索工具 
徵集與鑑定    
 典藏歷史 檔案描述項—典藏

歷史 
智能元素—附註-
典藏歷史註 

 徵集來源  智能元素—附註-
移轉註 

 鑑定與處置資訊  同上 
 預期增加   
相關性資料   數位物件和微縮

產品元素 
 原件現存的位置   
 複製品存放的位

置 

  

 相關檔案資料   
 出版資訊   
附註項  附註項 智能元素—附註 
描述控制   智能元素—行政

管理 
  版本項  
  出版者系列(叢書)  
  標準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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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CS RAD LDRG 

描述項目 細項 描述項目 描述項目 
名稱形式    
 人物與家族 人物 人物 
 地理名稱 地理名稱 地理名稱 
 機關團體 機關團體 機關團體 
   語言 
   特殊紀錄類型 
   主題 
   聲音類型 

就檔案描述主要資訊，包括識別資訊(包括題名、產生者、和行政歷史

/傳記資訊等重要項目)、內容與結構、檢索和使用、徵集與鑑定、相關資

料、附註、描述控制，DACS 與 LDRG 皆規範細項描述元素，二者差異之

處，是 LDRG 將數位物件和微縮產品元素，特別以專節或專章方式呈現。

但相較之下，RAD 則少了參考代碼、產生者等重要識別資訊，編排的結構

元素，以及檢索與使用、徵集與鑑定、以及描述控制三大描述項目；而規

範的版本項、出版者系列、和標準號碼，皆以參考 ISBD(G)書目標準，僅

限於單件(出版品)層次描述時使用。 

在檢索點規範，DACS 提供人物與家族、地理名稱、機關團體等名稱

形式規範；RAD 的檢索點有人物、地理名稱、機關團體；LDRG 有地名、

語言、機關團體、人物、特殊文書類型、主題、聲音類型等。DACS 與 RAD

皆是以檔案來源(包括作者資訊)等非主題性的名稱作為檢索點選擇依據，

而 LDRG 則包括語言、文書類型、聲音類型、和主題等非關乎檔案來源的

標目。 

五、 描述項目的組成與編碼 

DACS 每一項描述項目的組成皆包含：描述項目名稱、目的與範圍、

資訊來源、一般規則、選擇性的細則、以及 EAD 與 MARC 21 的編碼範例。

且採用一致性的編碼系統。RAD 2 中各項描述規則中，其描述項目組成架

構與編碼系統並未一致性。LDRG 每一描述元素是由：1.元素特性表：特

性表中包括必備、重複性、資料類型、權威值、適用層次、限視聽資料、

開放元素等七項；2. 定義、目的、關係、和規則陳述；3. 範例等三大項組

成。但各描述項目並未採用標準化的編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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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標準規範提供遵循使用，DACS 採用一致性組成與編碼系統，

較容易查找與使用；LDRG 亦皆採一致性組成，但描述項目未使用標準化

編碼系統，然其元素特性表則提供實務上更可行的操作性。反觀 RAD 除

了在九大描述資訊提供初步規則，各個描述項目組成與編碼皆沒有一致性

標準。 

 綜合前述三種描述內容標準的制定與應用、概念性原則、整體架構、描述

項目、以及規則組成與編碼等面向，DACS 是以美加二國在檔案描述內容標準

上共同努力的成果，直接取代 APPM，並由 SAA 聯合國會圖書館等重要檔案典

藏機構專家與學者組成任務小組持續關注，遵循檔案二百年來的來源理論基

礎，配合 ISAD(G)與 ISAAR(CPF)二大國際檔案描述標準最近修訂版本，具體

規範檔案內容、來源資訊、以及組成結構等三大重要面向的描述項目，並列舉

EAD 與 MARC 21 二種主要檔案結構標準的應用實例，DACS 最大缺失在於實

務應用上，NARA 未參與 DACS 任務小組，也未採用此標準於描述作業實務。 

NARA 自訂的 LDRG 描述規範，原則上亦符合檔案來源理論與全宗原則的

傳統，描述項目亦涵蓋檔案資料本質特性與檔案產生者，每一描述項目都提供

特性表、目的與規則、和範例等一致性組成，但卻未有標準化的編碼，在描述

作業時較不易查找參考。但其特點在於將數位物件和微縮產品相關元素專章規

範，因應現今資訊網路發展與檔案服務的需求，且在元素特性表中，列出適用

描述層次，提供實務應用上的便利性。 

而 RAD 雖亦以美加二國合作 DACS 為修訂基礎，但在 2008 年修訂版，加

入以使用者需求為中心、適用各個控制層次、以尊重全宗為理論基礎、描述檔

案產生者、以及描述要反映編排關等檔案描述概念性原則。然整體檔案描述標

準仍遵循 ISBD(G)的架構，描述項目的規範未能顯現檔案特質，尤其版本、出

版者系列、以及標準號碼等主要描述項目皆僅適用於單件層次；且描述項目的

組成沒有固定架構，亦沒有一致性編碼標準，作為檔案描述規範與指引，並不

容易查找與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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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檔案描述內容規範現況與焦點討論分析 
 

第一節  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之規範 
 

一、 制定目的與沿革 

 
我國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於民國 90 年正式成立檔案管理局，統籌管理全

國檔案作業與各項發展。同年頒訂《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其中第八章

明訂檔案編目作業規範，包括案卷與案件的編目項目。而在民國 95 年初出

版的《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其編訂目的是為了因應檔案管理局移轉各

機關永久保存檔案，以及受贈、收購或受託保管具有國家檔案典藏價值之

資料的描述作業需要，以提供該局執行國家檔案描述作業的操作性文件。

相關法令與規範彙整如表 4-1。23

 

 

表 4- 1：我國檔案描述規範相關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內容要項 

法

規

命

令 

檔案法第 8 條(民國

88 年通過) 

●檔案應依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分類系

統及編目規則分類編案、編製目錄。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3 款 

●編目：指就檔案之內容及形式特徵，依檔案

編目規範著錄整理後，製成檔案目錄。 

行

政

規

則 

機關檔案編目規範

共 14 條(民國 93 年

修訂) 24

●檔案著錄包括案件及案卷二層級。但檔案回

溯編目得以案卷層級著錄。 

 

●各著錄項目應依案件或案卷之著錄來源著

錄，充分描述其內容及形式特徵；著錄來源

之資料不全時，得參考相關資料補充之。 

                                                 
23 廖彩惠 (2006)，「我國與加拿大檔案編排描述之比較」 檔案季刊 5(3)：112-115。 
24 檔案管理局，「機關檔案編目規範」(民國 93 年 10 月 21 日修正)，

<http://www.archives.gov.tw/Chinese_archival/Publish.aspx?cnid=720&p=70> (2009 年 7 月 28 日)。 



檔案描述內容標準(DACS)應用於中文檔案描述之研究 

48 

 

法規名稱 內容要項 

機

關

檔

案

管

理

作

業

手

冊 

第八章 編目 

(一)依案卷編目 

●著錄來源：案件內容、案卷目次表、案卷封

面及卷脊等。 

●著錄項目：案由項、檔案產生者項、密等級

保存年限項、檔案應用項、相關編號項、日

期項、媒體型式項、檔案外觀項、關聯項、

主題項、附註項等十一大項。 

(二)依案件編目 

●著錄來源：發(來)文機關全銜、文別、受文

者、機密等級及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保存

年限、發(來)文日期、發(來)文字號、本文

及附件等。 

●定期保存之著錄項目：案由項、發(來)文者

項、文件形式項、密等級保存年限項、相關

編號項、日期項、媒體型式項、檔案外觀項、

關聯項等九大項。 

國

家

檔

案

描

述

作

業

手

冊 

第一章國家檔案描

述格式說明 

第二章紙本檔案描

述項目著錄

規則 

第三章特殊性檔案

描述項目著

錄規則 

(一)  國家檔案描述格式 

1. 紙質類型：EAD(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 

2. 特殊媒體類型：VRA(Visual Resources 

Association Core) 

(二)  描述層級 

1. 全宗層級 

2. 系列／副系列層級 

3. 案卷層級 

4. 案件層級 

(三)特殊媒體類型包含： 

錄音(影)資料、微縮資料、照片、幻燈片、

地圖、靜畫、器物、 電子檔案等特殊性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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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架構與描述項目 

 

檔案管理局在民國 93 年核定「國家檔描述格式」，屬紙類型者採檔案

描述編碼標準 (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簡稱 EAD)著錄；屬特殊媒體

類型者採視覺資源協會視覺資源核心項目 (Visual Resources Association 

Core，簡稱 VRA)格式著錄。因此，《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的內容架構

共有三章，其規範說明如下。 

 

(一) 第一章 國家檔案描述格式說明 

 

首先，說明國家檔案格式之編訂過程及內容；其次表列國家檔案

描述格式表，依紙本檔案與特殊檔案分別列出其全宗、系列、案卷、

及案件四層次的格式表。 

 

(二) 第二章 紙本檔案描述項目著錄規則 

 

國家檔案描述依層次分別規範各個層次的描述欄位，四控制層次

描述項目簡述如下。 

 

1. 全宗層級 

全宗層級描述項目包含國碼、全宗號、全宗名、編目機關、編目語

言、典藏單位、檔案涵蓋時間、檔案數量、內容摘要等 9 項。 

 

2. 系列層級 

系統層次描述項目包含全宗號、全宗名、分類號、編排方式、系列

名、副系列名、分類表及內容摘要等 8 項。 

 

3. 案卷層級 

案卷層級則包括：全宗號、全宗名、檔號、系列名、副系列名、國

家檔案分類、案名、內容摘要、檔案產生者、檔案產生日期、數量、

媒體型式、資料特殊細節、相關資料、參考書目、語言資料、檢索

項、附註、典藏位置、管理資訊、目錄處理資訊等 2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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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件層級 

案件層級有：全宗號、全宗名、檔號、系列名、副系列名、案名、

案由、檔案產生者、收受者、文件產生日期、媒體型式、數量、形

式、附件、相關資料、檢索限制、使用限制、其他描述資料、檢索

項、附註、目錄處理資訊、校核時間等 22 項描述項目。 

 

(三) 第三章 特殊性檔案描述項目著錄規則 

 

規範國家檔案若為錄音(影)資料、微縮資料、照片、幻燈片、地

圖、靜畫、器物、 電子檔案等特殊性檔案，依本章規範描述。 

 

1. 全宗層級 

全宗層級描述項目包含媒體類型、題名、識別號、日期/時間、規

格、典藏位置、內容摘要等 7 項。 

 

2. 系列層級 

系統層次描述項目包含媒體類型、題名、識別號、規格、典藏位置、

來源、內容摘要等 7 項。 

 

3. 案卷層級 

案卷層級則包括：媒體類型、題名、識別號、檔案格式、內容摘要、

檔案產生者、日期/時間、規格、技術、媒體材質、典藏位置、管

理資訊、來源、檢索項、相關資料等 15 項。 

 

4. 案件層級 

案件層級有：媒體類型、識別號、題名、檔案格式、檔案產生者、

日期/時間、規格、技術、媒體材質、附註、典藏位置、管理資訊、

來源、檢索項、相關資料等 15 項。 

 

就紙本檔案的描述，彙整四層次描述項目總計有 35 項元素，如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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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描述項目適用層次對照表 

序號 描述項目 適用層次 備註 

1.  國碼 A  

2.  全宗號 ABCD  

3.  全宗名 ABCD  

4.  編目機關 A  

5.  編目語言 A  

6.  分類號 B  

7.  檔號 CD  

8.  編排方式 B  

9.  系列名 BCD  

10.  副系列名 BCD  

11.  分類表 B  

12.  國家檔案分類 C  

13.  案名 CD  

14.  內容摘要/案由 ABCD 案件層次是著錄案由 

15.  檔案產生者 CD  

16.  收受者 D  

17.  產生日期/檔案

涵蓋時間 

A CD 全宗層次是著錄 

18.  典藏單位 A  

19.  媒體型式 CD  

20.  檔案數量 ACD  

21.  資料特殊細節 C  

22.  形式 D  

23.  附件 D  

24.  相關資料 CD  

25.  參考書目 C  

26.  語言資料 C  

27.  檢索限制 D  

28.  使用限制 D  

29.  其他描述資料 D  

30.  檢索項 CD  

31.  典藏位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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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附註 CD  

33.  管理資訊 C  

34.  目錄處理資訊 CD  

35.  校核時間 D  

 註：代碼說明，A 表示全宗、B 是系列、C 是案卷、D 是案件 

 

三、 描述項目的組成 

 

在第二章及第三章的描述項目著錄規則，每一著錄欄位的組成：1.定

義：列以 EAD 的標籤、中英項目全稱、項目說明。2.著錄說明(包括欄位

需求表)先說明著錄原則，再以表格條列項目名稱、EAD 項目、著錄層次、

必要性、可重覆性、以及備註等內容。3.實例：提供簡要著錄實例供編目

人員參考。 

 

以 2.5.1.3 的全宗名為例，其規則如下： 

1. 定義：條列<archdesc>、<did>、和<unittitle label = “Fonds:>的中英

項目全稱、和項目說明。 

 

2. 著錄說明：以機關(構)、團體或個人名稱著錄等規範。 

項目名稱 全宗名 

EAD 項目 <archdesc> <did> <unittitle label = 

“Fonds:> 

著錄層次 全宗 

必要性 必要項目 

可重覆性 不可重覆 

備註  

  

3. 實例：依檔案來源著錄，例(1)行政院研考會移轉檔案，著錄：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例(2)錢穆個人檔案，著錄：錢穆。 

 

 

四、 DACS 與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之架構與描述項目之比較 

 

DACS 是美國 SAA 主導，聯合 LC 等重要檔案典藏機構(NARA 未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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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依據美加二國在檔案描述標準制定的跨國計畫成果，遵循 ISAD(G)

與 ISAAR(CPF)之國際檔案標準，用以取代 APPM 之檔案描述內容規則，

具備專業規範及全國通用性之標準。而檔案管理局的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

冊是為了該局國家檔案編目需求，屬內部作業規範。 

 

(一) 標準架構 

 

DACS 標準的規範目的在於提供描述內容一致性準則，屬資料內

容層面的標準，整體標準架構共有檔案資料描述、產生者描述、和名

稱形式等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檔案資料描述中，參考 ISAD(G)的 26

元素，但就描述層次的規範，是採多元層次或單一層次描述方式分別

說明，而不是視為一項描述元素，因此，總計包含識別、內容與結構、

檢索與使用狀況、徵集與鑑定、相關資料、附註、和描述控制等七大

項、25 項描述元素。第二部分產生者描述包含了產生者名稱、行政歷

史/個人傳記、以及權威紀錄，第三部分的名稱形式則包含個人與家

族、地理區域、機關團體等名稱，主要參考 ISAAR(CPF)之國際檔案權

威紀錄標準。 

 

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則是參考 EAD 和 VRA(Visual Resources 

Association Core)的格式規範，屬資料結構層次的標準。整體描述格式

規範共有三章，分別是國家檔案描述格式說明、紙本檔案描述項目著

錄規則、和特殊檔案描述項目著錄規則。第二、三章分別以全宗、系

列、案卷和案件四層次規範描述項目。四層次描述項目未能歸納大項，

且差異性頗大。 

 

(二) 描述項目組成與編碼 

 

DACS 每一項描述項目的組成皆包含：描述項目名稱、目的與範

圍、資訊來源、一般規則、選擇性的細則、以及 EAD 與 MARC 21 的

編碼範例。且採用一致性的編碼系統。利於指引檔案描述人員查找相

關規則。 

 
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中，在紙本檔案與特殊檔案章節中，每一

著錄欄位的組成：1.定義：列以 EAD 的標籤、中英項目全稱、項目說

明。2.著錄說明(包括欄位需求表)先說明著錄原則，再以表格條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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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EAD 項目、著錄層次、必要性、可重覆性、以及備註等內容。

3.實例：提供簡要著錄實例供編目人員參考。由於章節安排是以四層

次分別規範其描述項目，因此在表格中的著錄層次的規範，應是多餘

的。 
 

 

就檔案描述標準規範而言，相對於 DACS 之描述內容的專業標準，檔案管

理局的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是屬於規範資料結構，即資料欄位順序及其格式

規範，尚不能稱為是資料內容的規範。其次，整體架構缺乏如 DACS 和 RAD

對檔案描述作概念性原則陳述，並區分紙本檔案與特殊檔案二種檔案類型，再

分別以全宗、系列、案卷和案件條例各層次的描述項目，造成描述項目的重複，

且在 EAD 項目說明中重複解釋 EAD 元素的意義。其中，各描述項目規範定義

不清，例如全宗名直接以檔案產生者命名，造成描述資訊的重複和混淆。最後，

手冊制定目的為了因應移轉各機關永久保存檔案，以及受贈、收購或受託保管

具有國家檔案典藏價值之資料的描述作業需要，在應用上仍屬內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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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檔案典藏機構之描述內容規範現況 
 

國內檔案典藏機構，檔案管理局所制定的《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雖公

開印行，但其編訂目的主要作為移轉永久檔案和購置、受贈之國家檔案的描述

作業內部規範。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也都有相關檔案 metadata 欄位規

範，然都屬資料結構層面的格式標準，而非檔案描述內容規範，中研院臺史所

古文書室則配合該所統整性檔案典藏系統建置，尚在研擬描述內容標準階段。

因此，本計畫針對國內檔案描述內容規範之探討，是以各典藏機構在檔案檢索

系統中所查找的檔案資訊為分析依據。茲就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和

中研院臺史所古文書室的檔案描述實例資訊，分析各機構描述規範現況。       

 

一、 國史館 

 
國史館檔案描述格式標準，主要參考EAD規範，亦遵循來源理論、尊

重全宗和原始順序等傳統檔案原則。就檔案描述規範現況，依不同全宗制

定該全宗之metadata著錄規範，現有「國民政府檔案」、「蔣中正總統文物」

－檔案、「蔣中正總統文物」－照片、「資源委員會檔案」、「臺灣省政府地

政處檔案」、「蔣經國總統文物」和「蔣經國總統文物」照片等七種著錄規

範。
25

 

 各全宗的metadata描述規範原則相同，但在描述層次及相關描述項目

仍有差異，尤其是主要描述層次不同，國民政府檔案是以卷為主要著錄層

次，而蔣中正總統文物則是以件為主要描述單元。 

以下以國史館數位典藏查詢系統中所收錄之國民政府檔案為例，列舉

其全宗、系列、案卷的描述資訊如下： 

 

 全宗單元描述：國民政府檔案 

全宗號 001 

全宗名 國民政府檔案 

傳記 

歷史註 

國民政府檔案內容涵蓋國民政府時期所經歷的內憂外患及其

推行重大建設的珍貴史料，共計 16,942 卷，分為 21 大類，期

間自民國 14 年 7 月至 38 年 6 月，包括有關國家重大決策之

                                                 
25 國史館網站，「國史館數位典藏資料庫查詢系統」，

<http://linux201.drnh.gov.tw/textdb/drnhBrowse/> (2009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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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與各項指令之頒布，皆有詳實紀錄，屬決策型的檔案，

極具學術研究參考價值。 

國民政府係民國 14 年 7 月於廣州成立，至民國 37 年 5 月實

行憲政改組為總統府而結束。在組織上採合議制，設主席一

人，下設五院，執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治

權，另由五院正副院長與國民政府委員組成國民政府委員

會，處理國務，可以說是中華民國軍政及訓政時期的中央政

府。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時期歷經北伐戰役、寧漢分裂、中

原大戰、五次剿共、西安事變和國共內戰，以及發生與蘇聯

的中東路事件，與日本的五三慘案、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

變、長城戰役、華北自治問題及八年抗戰等內憂外患。在這

風雨飄搖、內外憂患的險境中，國民政府仍推行關稅自主、

改革幣制、充實國防、建設交通、推展教育及改革社會等政

策，積極進行中國的現代化。 

本館現藏之「國民政府檔案」係總統府於民國 50 年 8 月至 85

年 12 月，前後分 5 批次移轉而來。前 4 批次移轉之檔案中有

關抗戰勝利以後的檔案因事涉機密及時代距離太近而於移轉

過程中被抽存保留於總統府。直至民國 85 年 12 月總統府審

視認為最後一批檔案純屬歷史檔案才將其移轉到國史館典

藏。  

範圍與

內容 

本館將國民政府檔案內容依「國家檔案分類表」重新整理、

分類、立案、併件、編目，共計分為總類、主計、人事、行

政、內政、外交、國防、財政、教育、司法、經濟、交通、

衛生、新聞、其他共 15 大類，編成 7,086 卷，建置 7,086 筆目

錄資料及掃描 1,134,746 頁影像圖檔。  

典藏 

單位 
國史館 

典藏 

位置 
季陸樓 9 樓 

 

系列單元描述：國民政府檔案／01 總類  

範圍與

內容 

凡有關國家典章、首長言行、憲政、法令、政策制度、國是會議、

慶賀、黨務活動等類檔案均歸總類，檔案時間自民國 16 年至民

國 37 年，收錄了國徽國旗國歌國花案、國是意見、訓政時期約

法、憲法草案與憲政發展、民意代表的選舉、國民會議與國難會

議、國民參政會與國民大會、主席與各級首長訓講詞、蔣中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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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總統慶賀電文、蔣中正手令批示與談話行誼、各式法規法令與

條例、中國國民黨黨務活動與黨政關係、中國共產黨的活動與處

置、清史稿書籍接收與史料徵修保存等各類檔案，計有 2,222 卷。 

 

案卷單元描述：國民政府檔案／國民政府檔案／01 總類／00 總類總綱／

00 總類總目 

典藏號 001010000001 

卷名 復員計畫綱要 

內容描述 
復員計畫綱要，各機關復員計畫應注意事項，主計處

主管事務復員計畫，監察院復員計畫 

時間 
起 1944-08-03 

迄 1945-11-19 

主題 行政–復員 

縮影號 299-0191 

光碟片編

號 

TIFF 檔 1，2，3，4 

JPEG 檔 1 

影像使用限制 開放 

原檔使用限制 不開放 

入藏資訊 

來源 總統府 

取得方

式 
移轉 

入藏時

間 
1961-08-15 

保存狀況 良好 

語文 中文 

版本 原件 

影像檔 001010000001001a 到 181 

 

 

 

就檔案描述內容規範而論，國史館現有 metadata 著錄規範現況歸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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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 屬資料結構層面的規則，僅作為該館內部標準使用。 

 

2. 檔案描述是以單一層次著錄單元，且不同全宗有不同著錄規範：如國

民政府檔案是以卷為描述單元，蔣中正總統文物是以件為描述單元，

依此分別制定其 metadata 格式及其描述項目說明，不同全宗有不同著

錄規範，未能建立內部一致性的描述內容標準。 

 

3. 描述項目中未能具體展現檔案尊重全宗和原則順序的編排架構：著錄

規範雖以來源區分不同全宗，但在全宗下的描述內容中，不易瞭解全

宗檔案中的編排系統與原始順序。 

 

4. 描述項目的定義與實際著錄內容有所出入：以國民政府檔案為例，在

傳記歷史註應著錄檔案產生者，即國民政府的行政歷史，而非此全宗

檔案的歷史價值或典藏歷史。 

 

二、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現行的描述標準是 metadata 技術文件，其中有「外

交檔案描述範例」，包括全宗、系列/副系列、案卷、案件等四層次分別規

範著錄欄位。 

 

以下取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的「近代名人暨外交經濟檔案數位典藏」

檢索系統中所收錄的外務部檔案為例，列出各層次描述資訊如下。 

 

 全宗單元描述：外務部 

資料類別  

全宗  外務部  

檔案描述  

時間  光緒 27 年～民國 01 年;1901～1912  

實體描述  51.18m  

館藏地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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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內容  

行政/傳記

歷史  

1861 年（咸豐 11 年），清廷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

稱「總署」，為近代中國第一個正式的外交機構。1900 年（光

緒 26 年），義和團之變，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次年清廷與列強

簽訂辛丑和約，和約第十二款規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應按照

各國通例，改為外務部，清廷旋於該年降旨改名。  

範圍與內

容  

近史所檔案館典藏的外務部檔案，時間為 1901（光緒二十七年）

至 1912 年（民國元年），但有少數檔案因案件時間跨不同外交

單位，為保留檔案的完整性，未硬性因外交機構檔改變而予以

分割。檔案形式分為「原檔」及「清檔」，原檔保留原公文型

式，清檔為原檔之抄件。檔案內容依議題性質分為軍火、礦務、

辛丑議約、澳門檔、駐比使館保存檔案等 37 個系列。  

檔案編排  分全宗、系列、冊、件四個層級  

出版資訊  

1957 年起，近史所陸續就特定主題出版已整編完成的外交檔

案，計有海防檔、礦務檔、中法越南交涉檔、中美關係史料、

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教務教案檔、中日關係史料、膠澳專檔、

保薦人才西學練兵、澳門專檔、清季華工出國史料、加拿大華

工訂約史料等多種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1990年檔案館出版《外

交檔案目錄彙編》兩冊。  

檔案使用與取得  

來源  外交部  

典藏歷史  

1861 年（咸豐 11 年）清廷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901 年（光

緒 27 年）改為外務部，1912 年（民國元年）定名外交部。1949

年，外交檔案部分留存北京故宮博物院，部分隨國民政府轉運

台灣。1955 年起外交部陸續將部分檔案移轉近史所典藏。1999

年又徵得駐韓使館檔案。  

 

 系列單元描述：外務部/辛丑議約 

資料類別  

全宗  外務部  

系列  辛丑議約  

檔案描述  

時間  光緒 27 年～宣統 01 年;1901～1909  

檔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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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與內

容  
有關庚子賠款的籌款、還款、利息及其他問題之交涉事宜。  

 

 案卷單元(冊)描述：外務部/軍火/購買軍火 

檔案描述  

館藏號  02-01-001-01  

資料類別  

全宗  外務部  

系列  軍火  

宗  購買軍火  

冊  購買軍火  

檔案描述  

時間  光緒 28 年 01 月～光緒 28 年 12 月  

件數  39  

  

案件單元描述： 

檔案描述  

館藏號  02-01-001-01-001  

資料類別  

全宗  外務部  

系列  軍火  

宗  購買軍火  

冊  購買軍火  

件  
請轉商德國公使迅飭上海信義洋行照上年所訂合同槍彈等件

如數運閩否則將原銀退還由  

檔案描述  

時間  光緒 28 年 01 月  

產生者  閩浙總督許  

收文者  外務部  

資料型式  文  

語文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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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3  

版本  抄檔  

權威控制  

職銜權威  閩浙總督  

人名權威  -許應騤-  

 

就檔案描述內容規範而論，中研院近史所現有 metadata 著錄規範現況

歸納如下： 

 

1. metadata 著錄規範，是屬資料結構層面：對於各描述項目的定義與目

的、詳細著錄內容規則並沒有完整的解釋與指引。 

 

2. 各控制層次的描述項目不一：全宗、系列、和冊(案卷)層次皆未規範檔

案產生者的描述資訊，無法突顯該描述單元的檔案產生來源。 

 

3. 描述項目的定義較為不清楚：首先，在識別名稱方面，直接以檔案產

生者當成全宗名，無法呈現其檔案類型及屬性，其系列、宗、冊皆以

主題或分類詞當成該描述單元的名稱，作為檔案描述單元的重要識別

資訊，亦較難從其名稱區別檔案單元的具體內容資訊。其次，全宗層

次中的檔案使用與取得(use and access)分成來源和典藏歷史，在項目歸

類上與 DACS 和 ISAD(G)指涉的檔案開放應用與查詢方式不同，來源和

典藏歷史應屬檔案來源資訊。    

 

 

三、 中研院臺史所古文書室 

 

中研院臺史所檔案描述標準，於 2008 年新建置的「臺灣史檔案資源系

統」著錄欄位主要參考 EAD 格式標準，目前正在研擬檔案描述的內容規

範，主要是參考 ISAD(G)和 DACS，但尚未完成。 

 

該所現有檔案描述資訊，以「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所收錄的岸裡社

潘家檔案為例，列出其全宗、系列、案卷和單件的描述資訊如下。 

 



檔案描述內容標準(DACS)應用於中文檔案描述之研究 

62 

層次 全宗  

識別號 3ALP  

題名 主要名稱：岸裡社潘家檔案  

摘要 本所徵集之古文書中，屬岸裡社潘家之文書與圖像，均歸

入本全宗下，其系列編號與狀態，則依入藏時間。  

番社 岸裡社  

種類形式 契約文書 ｜ 書信  

主題 平埔族  

傳記或歷史 1699 年臺灣北部爆發吞霄社（在今通霄鎮境）抗官事件，

岸裡社在清廷「以番制番」的政策被重用，岸裡社名始為

世人所知。岸裡社為巴宰族(Pazeh)之一社群，最初只是對

住居在岸裡山附近的土著部落之稱，後來由於其幫助清廷

平定地方亂事，聲譽日隆，岸裡社乃成為巴宰族的通稱。

其中聚居大甲溪北岸今臺中縣后里鄉舊社村，時稱槀薯舊

社者，於 18 世紀初清康雍年間移居今臺中縣神岡鄉大社

村，又為清代以來岸裡社群的主力（宗主）所在，因有「岸

裡大社」之稱。終有清一代，岸裡社群一直犂忠清廷，幾

乎每有戰事必出而助官平「亂」。雍正末年岸裡大社藉著與

官方良好的關係，既受賜擁有大甲溪南岸廣大地權（猫霧

捒之野），也獲得統治巴宰族五大社群的治權；不只破壞中

部各族社間的和平關係，也成為臺中盆地的新興平埔勢

力。1791 年清廷設番屯，由岸裡社人擔任北路千總，而曾

是中部勢力領導者的大肚、沙轆及牛罵等社（即柯達王的

跨部落聯盟成員），則被編組為阿里史小屯，隸屬岸裡。臺

灣中部土著勢力的交替現象，於此明顯呈現。 岸裡社在其

頭目潘敦（1705 - 1771.5.27 平埔族岸裡社頭目）的率領

下，先後於 1726 年水沙連社骨宗等事件、1732 年大甲西

社事件、1737 年後壠的加志閣社事件等事件中，人協助官

府軍隊，平定亂事，立下功績。此外潘敦在 1756 年至 1771
年間任職岸裡社第三代土官期間，將岸裡社請墾的貓霧捒

一帶荒野，委由張達京規畫拓墾，於是張達京邀集眾人組

成六館業戶，開圳引水，灌溉捒東堡一帶田地，且潘氏亦

成立墾戶「大由仁」，進行墾拓，成為岸裡社的最大地主，

並奠定臺中平原北部發展的基礎。其後潘家子孫歷任岸裡

社頭目或總通事，直到 1905 廢除總通事。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5%B2%B8%E8%A3%A1%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genre=genreForm&query1=%E5%A5%91%E7%B4%84%E6%96%87%E6%9B%B8�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genre=genreForm&query1=%E6%9B%B8%E4%BF%A1�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subject&query1=%E5%B9%B3%E5%9F%94%E6%9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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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佳的引用方式 引用時請註明：題名(識別號)。查檢日期。資料庫名稱。檢

索網址。  

書目 許雪姬總編纂，《台灣歷史辭典》（台北：遠流出版，民 93）  

組成 岸裡社潘兆敏文件 (T0687) 

 

層次 系列  

識別號 T0687  

題名 主要名稱：岸裡社潘兆敏文件  

摘要 本系列原件由國立台中圖書館收藏，數位典藏由中研院台

史所進行。文件內容以潘兆敏家進行建築工程所產生之文

件為多，還包含官方所給之公文書、岸裡大社內之平埔族

與漢人所締結之土地文書、岸裡社之煙戶門牌。所涉及之

人物包含岸裡社土目潘敦仔、其長子潘兆仁（潘士萬）、

次子潘兆敏（潘士興）。此外，本批文件亦包含小圭籠社、

台北市、高雄市等地區之土地契約。  

出處 產生者：岸裡社潘家  

日期 形成日期：雍正 10 年 11 月～光緒 15 年 4 月 （1732/1888）  

範圍與內容 本系列共計 67 件，時間範圍自雍正 10 年（1732）11 月至

光緒 15 年（1888）4 月。其內容以潘兆敏家進行建築工程

所產生之文書為多，還包含官方所給之文書、岸裡大社內

之平埔族與漢人所締結之土地文書、岸裡社之煙戶門牌。

此外，本批文書亦包含小圭籠社、台北市、高雄市等地區

之土地文書。 由於本批文件自日治時期即已存在台中州

立圖書館(今國立台中圖書館之前身)，而部分文書亦移轉

至台灣博物館，因此從內容來看，與岸裡社無關之文書其

是否與文件原產生者有任何關係，則無從考證起。為不破

壞文件的內在網絡，因此仍將其放置於本系列中。  

編排 由於本系列內容除以岸裡社潘家為主外，還包含部分北部

平埔族小圭籠社（位於今臺北縣三芝鄉）、台北市及高雄

地區之土地文書。因此根據其所屬地區、番社以及內容，

分為七個案卷，首先，先以占本批文書最多的岸裡社潘家

文書分列第一至第四案卷，分別為 01 貨單與帳單，為潘

家建築屋宇時，和承包廠商所衍生之文件（34 件）、02 岸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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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大社相關土地契約（6 件）、03 公文書與個人文件（8 件）、

04 雜項（3 件）；第五至七案卷則分別為 05 台北市及三芝、

淡水地區土地契約(13 件)，06 為高雄地區土地契約(2 件)，
07 為新竹頭份地區土地契約(1 件)，總計 67 件。  

番社 岸裡社 ｜ 朴子籬社 ｜ 拍打竿社 ｜ 阿都社 ｜ 小圭

籠社  ｜ 老梅社  ｜ 萬打籠社 ｜  木武郡社  ｜  卓略

社  ｜  木扣社 ｜  蔴裡蘭社  ｜  西勢尾社 ｜  葫蘆墩

社 ｜ 崎仔下社 ｜ 翁仔社 ｜ 烏牛欄社 ｜ 新社 ｜ 
搜捒社  

家族名稱 大社潘家  

種類形式 個人文件 ｜ 契約文書 ｜ 公文書 ｜ 書信  

主題 平埔族  

權利說明 後設資料及數位物件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有  

較佳的引用方式 引用時請註明：題名(識別號)。查檢日期。資料庫名稱。

檢索網址。  

其他可取得形式 影本流通  

組成 貨單與對帳單(T0687_01) 
岸裡大社相關土地契約(T0687_02) 
公文書與個人文件(T0687_03) 
雜項(T0687_04) 
台北市及三芝、淡水地區土地契約(T0687_05) 
高雄地區土地契約(T0687_06) 
新竹頭份地區土地契約(T0687_07) 

 

層次 案卷  

識別號 T0687_02  

題名 主要名稱：岸裡大社相關土地契約  

日期 形成日期：雍正 10 年 11 月至光緒 6 年 4 月 （1732/1880）  

範圍與內容 與岸裡大社相關之土地契約。本案卷共計 6 件，雍正 10
年 11 月至光緒 6 年 4 月。其中包含雍正 10 年 11 月岸裡搜

捒烏牛欄舊社等土官潘敦仔等公仝立給墾約字、 乾隆

58~60 年翁仔等庄眾佃人合約字、道光 8 年 10 月陳吉昌等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5%B2%B8%E8%A3%A1%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6%9C%B4%E5%AD%90%E7%B1%AC%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6%8B%8D%E6%89%93%E7%AB%BF%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9%98%BF%E9%83%BD%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5%B0%8F%E5%9C%AD%E7%B1%A0%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5%B0%8F%E5%9C%AD%E7%B1%A0%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8%80%81%E6%A2%85%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8%90%AC%E6%89%93%E7%B1%A0%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6%9C%A8%E6%AD%A6%E9%83%A1%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5%8D%93%E7%95%A5%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5%8D%93%E7%95%A5%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6%9C%A8%E6%89%A3%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8%94%B4%E8%A3%A1%E8%98%AD%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8%A5%BF%E5%8B%A2%E5%B0%BE%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8%91%AB%E8%98%86%E5%A2%A9%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8%91%AB%E8%98%86%E5%A2%A9%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5%B4%8E%E4%BB%94%E4%B8%8B%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7%BF%81%E4%BB%94%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7%83%8F%E7%89%9B%E6%AC%84%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6%96%B0%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6%90%9C%E6%8D%92%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famName&query1=%E5%A4%A7%E7%A4%BE%E6%BD%98%E5%AE%B6�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genre=genreForm&query1=%E5%80%8B%E4%BA%BA%E6%96%87%E4%BB%B6�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genre=genreForm&query1=%E5%A5%91%E7%B4%84%E6%96%87%E6%9B%B8�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genre=genreForm&query1=%E5%85%AC%E6%96%87%E6%9B%B8�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genre=genreForm&query1=%E6%9B%B8%E4%BF%A1�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subject&query1=%E5%B9%B3%E5%9F%94%E6%97%8F�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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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依番墾約撥開鬮分屋地基字。、光緒 6 年 4 月蔴薯屯外

委潘榮春等立出轉約供納收過憑約字及大安溪至虎尾溪

之間各分社分布圖。  

編排 依時間順序排列。  

機關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 福建臺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番社 岸裡社  ｜  搜捒社  ｜  舊社 ｜  蔴裡蘭社  ｜  西勢尾

社  ｜  葫蘆墩社  ｜ 崎仔下社 ｜  翁仔社 ｜  烏牛欄

社 ｜ 新社 ｜ 扒打竿社 ｜ 樸子籬社  

種類形式 契約文書  

地理名稱 臺中縣  

權利說明 後設資料及數位物件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有  

較佳的引用方式 引用時請註明：題名(識別號)。查檢日期。資料庫名稱。

檢索網址。  

其他可取得形式 影本流通  

組成 雍正 10 年 11 月岸裡搜捒烏牛欄舊社等土官潘敦仔等公仝

立給墾約字(T0687_02_0001) 
乾隆 58~60 年翁仔等庄眾佃人合約字(T0687_02_0002) 
道 光 5 年 8 月 陳 昌 等 立 承 招 架 造 永 遠 管 業 字

(T0687_02_0003) 
道光 8 年 10 月陳吉昌等立依番墾約撥開鬮分屋地基字

(T0687_02_0004) 
光緒 6 年 4 月蔴薯屯外委潘榮春等立出轉約供納收過憑約

字(T0687_02_0005) 
大安溪至虎尾溪之間各分社分布圖(T0687_02_0006) 

 

層次 單件  

識別號 T0687_02_0001  

題名 主要名稱：雍正 10 年 11 月岸裡搜捒烏牛欄舊社等土官潘

敦仔等公仝立給墾約字  

摘要 岸裡、搜捒、烏牛欄、舊社等土官潘敦仔、茅格、敦必的、

□□下、阿打歪、茅格買呢、郡乃撥黎、郡乃大由仕、斗

肉仕郡乃、該旦打祿祿、阿四老馬下道、阿打歪郡那務、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org&query1=%E7%A6%8F%E5%BB%BA%E7%AD%89%E8%99%95%E6%89%BF%E5%AE%A3%E5%B8%83%E6%94%BF%E4%BD%BF%E5%8F%B8�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org&query1=%E7%A6%8F%E5%BB%BA%E8%87%BA%E7%81%A3%E7%AD%89%E8%99%95%E6%89%BF%E5%AE%A3%E5%B8%83%E6%94%BF%E4%BD%BF%E5%8F%B8�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5%B2%B8%E8%A3%A1%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6%90%9C%E6%8D%92%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8%88%8A%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8%94%B4%E8%A3%A1%E8%98%AD%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8%A5%BF%E5%8B%A2%E5%B0%BE%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8%A5%BF%E5%8B%A2%E5%B0%BE%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8%91%AB%E8%98%86%E5%A2%A9%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5%B4%8E%E4%BB%94%E4%B8%8B%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7%BF%81%E4%BB%94%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7%83%8F%E7%89%9B%E6%AC%84%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7%83%8F%E7%89%9B%E6%AC%84%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6%96%B0%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6%89%92%E6%89%93%E7%AB%BF%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6%A8%B8%E5%AD%90%E7%B1%AC%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genre=genreForm&query1=%E5%A5%91%E7%B4%84%E6%96%87%E6%9B%B8�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geogName&query1=%E8%87%BA%E4%B8%AD%E7%B8%A3�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07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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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下道甲必難，白番阿木愛箸、阿四老愛姑、郡乃毆那、

阿打歪□比願割地換水，故托中向墾通事張達京與四社眾

番相議請到六館業戶張振萬、廖朝孔、陳周文、江又金、

秦登監、姚德心，出工本再開築樸子籬口大埤之水，均分

灌溉水田，仝立給墾字七紙各執壹紙為照。代筆人為廣東

張元調、為中猫霧捒社土官由皆乃。  

出處 形成者：潘敦仔、張振萬等  

日期 形成日期：雍正 10 年 11 月 （1732/1733）  

番社 岸裡社 ｜ 搜捒社 ｜ 烏牛欄 ｜ 舊社  

家族名稱 大社潘家  

個人名稱 潘敦仔 ｜ 茅格 ｜ 敦必的 ｜ 加□下 ｜ 阿打歪 ｜ 
茅格買呢  ｜  郡乃撥黎  ｜  郡乃大由仕  ｜  斗肉仕郡

乃  ｜  該旦打祿祿  ｜  阿四老馬下道  ｜  阿打歪郡那

務 ｜ 馬下道甲必難 ｜ 阿木愛箸 ｜ 阿四老愛姑 ｜ 
郡乃毆那 ｜ 阿打歪□比 ｜ 張達京 ｜ 張振萬 ｜ 廖
朝孔 ｜ 陳周文 ｜ 江又金 ｜ 秦登監 ｜ 姚德心 ｜ 
張元調 ｜ 由皆乃  

種類形式 契約文書  

地理名稱 臺中縣  

主題 平埔族  

權利說明 後設資料及數位物件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有  

較佳的引用方式 引用時請註明: 題名(識別號)。查檢日期。資料庫名稱。檢

索網址。  

其他可取得形式 影本流通  

內容註 尺寸：43×58cm。 
印記：猫霧捒社土官由皆乃記、□□張達京記、業戶秦登

監記、業戶陳周文記、業主張振萬記、業戶廖朝孔記、業

戶江又金記、業戶姚德心記、岸裡社土官潘敦仔記。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5%B2%B8%E8%A3%A1%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6%90%9C%E6%8D%92%E7%A4%BE�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_result.jsp?mode=0&textCount=1&fieldId=club&query1=%E7%83%8F%E7%89%9B%E6%AC%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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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檔案描述標準而言，中研院臺史所其描述資料結構是遵循 EAD 格式

規範，而檔案描述內容規範現況如下： 

 

1. 檔案描述內容標準雖參考 DACS 和 ISAD(G)，尚在研擬中，目前實際

描述作業並沒有一致性的遵循標準。 

 

2. 描述項目適用所有的控制層次，在呈現檔案來源與結構資訊，提供層

次、編排、和組成等三項描述項目。 

 

3. 描述項目參考 EAD，故有「範圍與內容」與「摘要」，但 EAD 的摘要

一欄主要用於全宗層級，以綜合摘錄檔案全宗的各項描述重要資訊，

包括來源、內容與範圍、典藏歷史、編排架構、使用與取用方式等。

因有範圍與內容、和摘要二描述項目，容易造成描述人員的無所適從。 

 

綜合前述三所國內重要歷史檔案典藏機構，國史館與中研院近史所雖有公

開的 metadata 著錄規範，但仍屬資料結構標準，適用內部作業使用，且國史館

處理不同全宗有不同著錄規範。中研院臺史所現並沒有描述內容規範，原則上

是參考 ISAD(G)和 DACS，但目前實際描述作業，各描述項目著錄規則難有統一

標準。因此，在國內檔案資源整合與共享的發展趨勢，全國性檔案描述內容標

準的制定，實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 

 

再由各檔案典藏機構的描述實務，因為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在

檔案描述格式上，大都參與 EAD 的結構標準，且遵循來源理論和尊重全宗原則

進行檔案編排整理，以全宗、系列、案卷、案件等四大控制層次作為檔案描述

基礎，並以案卷或案件之較具體單元進行檔案內容描述。因此，無論在檔案描

述理論架構和描述項目規範，國內檔案典藏機構的描述實務，仍有一定程度的

共同點，有利於未來整合制定共通性的檔案描述內容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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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制定我國檔案描述內容標準之焦點討論分析 
 

本研究為取得主要檔案典藏機構與相關政府檔案機關部門，對我國中文檔

案描述內容標準制定的之建議與看法，故採用焦點團體座談方式，邀請各檔案

典藏機構檔案描述部門主管及實際著錄人員參與討論，期就中文檔案描述實務

現況和其經驗知識，建立共識，參與代表與討論內容整理如下： 

 

一、 檔案整編時，遵循資料結構標準(如 EAD、MARC21)與資料內容標準

(APPM、RAD)的必要性與理由 

 

各機構進行檔案整編時，皆依機構需求，例如數位典藏、機關檔案管

理、資料庫系統建置、或典藏管理等因素，除了格式(結構)、欄位(元素)

規範外，亦有部分關於內容著錄的原則性規定。為確保資料內容一致性和

著錄品質，不論資料結構或是資料內容，都應有統一標準；尤其是機構間

檔案資源交換與整合時，更需要全面性(全國性)的標準。 

 

二、 在檔案描述(著錄)實務上，現行遵循或參考規範及其使用性 

 

在檔案描述(著錄)實務上，各機構在研擬內部規範時，主要參考 EAD

的結構標準，檔案管理局當時研擬《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亦參考 EAD

的規範；但 EAD 僅是規定檔案著錄應包含那些欄位及其順序等格式議題，

對於著錄欄位中的描述內容要如何處理，例如題名中機構名稱要全稱還是

簡稱，資料類型如何區分，而 DACS 中對於全宗名稱的命名規則是應包含

文書產生者或蒐集者，以及資料的性質，例如臺灣省參議會(文書產生者)+

檔案(資料的性質)，各個欄位內容如何著錄，皆有所解釋與規範。 

 

因國內數位典藏計畫的推動，各單位主要以 EAD 為參考標準，而實際

著錄時，各機構亦會進行相關內容的規範，故雖有著錄規則，但仍是以規

範著錄欄位及其格式架構，且僅限於內部人員使用，對於檔案資訊交換與

整合，造成一定程度的難度。 

 

三、 美國地區制定 DACS 目的在於提供一致性規範，適用範圍可容許多元層次

描述與適用各種型態檔案，DACS 在我國各單位適用的可行性 

 



檔案描述內容標準(DACS)應用於中文檔案描述之研究 

69 

檔案描述基礎在於檔案編排的多元層次及其層屬關係的表現，國內因

數位典藏計畫的推動，配合數位影像線上展示，多數檔案典藏單位對於檔

案描述主要是以最小單元—案件為處理單元，再依案卷、系列、全宗向上

發展，與美國偏重於全宗和系列較高層次的處理有所不同。因此，國內的

檔案描述標準，更應滿足多元層次描述的需求。 

 

而各種型態檔案，會隨資訊環境的發展而有所不同，但檔案的載體的

差異，並不影響檔案的原始架構與內容價值，因此，檔案描述標準亦應適

用各種載體的檔案，例如 DACS 在「範圍及實體性質」 (extent and the 

physical nature)規範是可選擇依檔案型態（媒體形式）來記錄描述單位之數

量，其檔案類型可以是很概括性的，例如文字資料、圖像資料、地圖資料、

建築與工程藍圖、動態影像(moving image)、錄音資料，分別描述其計量資

訊。 

 

四、 依據各單位典藏檔案的特性，DACS 所規範的項目在中文檔案描述的應用

性 

 

檔案描述內容的規範，其規範項目應儘可能完整與詳盡，可以 DACS

的項目為基礎，包括對於作為著錄品質管理的相關記錄，如著錄人員及著

錄時間，DACS 中所挸範的「檔案性描述紀錄」 (archival descriptive record)

的建立及修訂(creation and revision)也是重要的描述資訊，應列入規範標準

之中。而描述項目中文名詞與相關定義、解釋，則需各主要典藏機構長期

討論與修訂。 

 

五、 DACS 每個項目的組成與編碼，包括目的與範圍、一般規則、細項規範、

以及 EAD 元素與 MARC21 欄位的範例，且各項描述項目皆有系統化的編

碼依據，作為檔案描述參考指引的可行性 

 

DACS 規範中，每個描述項目的規範包括：(1)目的與範圍、(2)欄位資

訊來源、(3)一般規則、(4)細項規範、以及(5)EAD 元素與(6)MARC21 欄位

的範例。由於國內檔案界並未採用 MARC 21 格式，因此 MARC 21 範例可

以取消，避免誤導。但因國內檔案描述是案卷、案件為主要著錄單元，並

且向上延伸到系列與全宗層次，不同層次著錄時資訊來源管道、及其資訊

重點有所差異，建議提供各控制層次著錄的範例，或參考 NARA 的規範列

出各欄位主要適用的描述層次，例如個人傳記與機構歷史，就適用於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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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系列層次。 

 

六、 DACS 由 SAA 組成任務小組，網羅各種典藏機構的專業人士參與(包括國

會圖書館、大學圖書館、與博物館等，但 NARA 則未參與其中)，可以作

為國內檔案界效法 

 

與會人員皆同意一致性的標準規範，在於提供資源整合與交換，國內

檔案資訊公開與共享，除了 EAD 結構標準外，提供一致性著錄內容規範

的全國性描述規則有其必要性。DACS 由 SAA 組成任務小組，網羅各種典

藏機構的專業人士參與(包括國會圖書館、大學圖書館、與博物館等)，但

身為檔案主管機關的 NARA 則未參與其中，亦造成 DACS 應用的侷限性。

因此，國內檔案界如要制定全國性的檔案描述內容標準，應以效法 SAA

網羅各檔案機構專業人士，但亦需以 SAA 為鑑，檔案主管機關必須參與，

甚至由檔案管理局主導規劃，日後在推廣使用時，方不致於產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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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根據本研究深入探討 DACS 制定沿革及其檔案描述相關標準的發展分析；

再就 DACS、RAD 與 LDRG 等北美地區重要檔案描述內容規範，從檔案描述概

念性原則、整體架構與描述項目、以及規則組成與編碼系統等多面向的比較；

並以中文化 DACS 與檔案管理局所制定之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進行整體架

構與描述項目的並列比較；以及深入分析國內重要檔案典藏機構的實務描述作

業及其檔案描述資訊實例，並邀請相關機構檔案描述部門主管及實務工作人

員，針對 DACS 在中文檔案描述適用性進行焦點討論。綜合研究結果，得到

DACS 作為檔案描述內容規則的優點與應用性，以及國內檔案實務界對檔案描

述內容標準需求的必要性與可行發展策略，分述如下。  

 

一、 DACS 作為檔案描述內容規則的應用性 

 

檔案描述是檔案管理的基礎工作，其目的檔案與手稿實體、行政、以

及智能的控制，標準化的規範在於提供一致性的解釋，促使描述作業人員

有一遵循依據，據以提供具有品質的描述資訊，提供使用者檢索與取用。 

 

DACS 是 SAA 邀請美國檔案界學者與實務專家參與，並聯合加拿大

CCAD，就檔案描述內容標準規範的跨國計畫成果；在 2003 年計畫暫告段

落，美國 SAA 決定以 DACS 取代原有檔案描述規則—APPM，加拿大則據

以作為修訂 RAD 的依據。 

 

相較於RAD 2008年修訂版和NARA的 LDRG等北美重要檔案描述內

容規範，DACS 作為檔案描述內容標準，具備下列優勢與應用性。 

 

(一) 遵循檔案來源理論基礎，並作為檔案描述的概念性原則 

 

由於檔案是事件的原始記錄，具有歷史的真實性和憑證的獨特價

值；是由事件發生「直接彙集形成的」，有其積累性與層屬性，因此

檔案描述無法依據圖書編目以個別單本作為編目單位。因此，檔案管

理傳承二百餘年來的來源理論(Principle of Provenance)，和全宗原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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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原始順序成為檔案編排與描述的基礎架構。DACS 在描述項目規

範之前，開宗明義陳述檔案特性及其來源與結構等概念性原則，強化

檔案描述的意義與價值。 

 

(二) 強調檔案資料、檔案來源及其控制層次等多元面向描述 

 

在檔案獨特性與積累性，以及檔案來源原則的概念性架構下，

DACS 規範的描述資訊涵蓋檔案資料本身 (content)、檔案產生者

(context)、和控制層次(structure)等面向。具體展現 DACS 描述規則重

視檔案作為原始紀錄的獨特歷史價值，和自然積累的結構組成。在檔

案資料本身的描述項目包括識別資訊、範圍與內容、取用與使用管

理、相關資料、附註等；在檔案產者的描述項目，則有產生者及其行

政歷史/傳記資訊；在控制層次的描述項目有編排系統等。 

 

(三) 融合 ISAD(G)與 ISAAR(CPF)二項國際檔案描述規範功能 

 

DACS 描述標準的整體架構包括檔案描述(description)與檢索點

(access point)，除了識別資訊、內容與結構、取用與使用管理等檔案

描述項目外，DACS 參考 ISAAR(CPF)以檔案產生者的來源資訊，作

為檢索點的選擇標準，規範個人、家族、機關團體等產生者的名稱形

式，以及為區分產生者的地理名稱的選用規則。 

 

(四) 提供 MARC 21 與 EAD 著錄範例 

 

以資料描述的標準來說，可大致分成三種層面：一、資料結構 (data 

structure)；二、資料內容(data content)；三、資料值(data value)。DACS

是屬於闡述資料內容、分析資訊訊息的內容規範。理想的資訊基礎建

設應由結構、內容、資料值，逐層進行規範；但各層面標準是可獨立

運作。DACS 各個描述項目提供 EAD 與 MARC 21 的著錄實例，更能

展現 DACS 在各種實務系統架構的應用性。 

 

(五) 一致性的描述項目組成與編碼系統 

 

DACS 規則的架構與編碼，每一描述項目提供目的與範圍、資訊

來源、一般規則、細則、以及範例等規範，且對描述項目及其規則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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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一致性的編碼系統。作為檔案描述內容規則，一致性的組成和編

碼系統，是提供描述人員查找與利用的便利途徑。 

 

(六) 由跨國合作計畫成果起草，並成立任務小組持續維護與發展 

 

DACS 是美加二國在檔案描述內容標準的跨國計畫成果，網羅二

國檔案界的菁英共同討論。且 SAA 在 2007 年成立 DACS 任務小組持

續發展，並作為長期維護的執行團隊，任務小組由美國國會圖書館、

各大學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組成，是就檔案與手稿資料進行描述

內容之規範。其制定機構和維護機制，有助於標準的永續發展與應用。 

 

 DACS 雖具備前述標準規範的優勢與應用性，但仍有下列二點缺失： 

 

(一) NARA 未參與標準制定，且未採用作為檔案描述實務規範 

 

NARA 是美國檔案管理主管機構，是一獨立聯邦機構，負責機邦

政府機關文書與檔案管理，亦兼負永久檔案的典藏管理與資訊服務之

國家檔案館任務。但 NARA 在檔案描述實務工作，並未採用 DACS(或

APPM)作為描述內容標準，而是制定 LDRG 作為永久檔案、總統文書

和具國家檔案價值之館藏描述作業規範。且亦未參與美加二國在檔案

描述標準的跨國計畫或 DACS 任務小組。 

 

(二) DACS 在描述規則上不夠詳盡 

 

首先，未能具體建議每一描述項目較適用的層次，和舉例說明各

描述項目在不同層次著錄資訊；其次，對於數位物件和微縮產品等資

訊科技發展衍生的相關描述元素，未能明確定義與規範，相較於NARA

的 LDRG 對於數位物件與微縮產品等描述元素，則是以專門章節規範

之，能反應資訊網路環境中檔案描述的進展。 

 

 

二、 以 DACS 作為制定中文檔案描述內容標準的可行性 

 

我國如考慮參酌美國 DACS 作為制定中文檔案描述的內容標準，下列三個

項目須先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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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檔案描述內容標準制定的必要性與迫切性 

 

檔案管理局的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和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

檔案館和臺史所古文書室等重要檔案典藏單位，現行檔案描述工作相

關規範，皆只屬資料結構及描述格式標準，不僅機關內部檔案描述項

目沒有一致性定義與解釋，也使實際檔案描述資訊的內容品質不同。

且對於檔案資訊交換與整合發展，沒有全國性的檔案描述內容標準，

將難以達成資源共享的目標。 

 

(二) 國內檔案界遵循檔案來源理論，及其全宗原則和尊重原始順序的概念

原則 

 

由於檔案特性及其歷史研究價值，國內檔案界以歐美國家所發展

的檔案來源理論作為檔案管理的基礎。檔案編排工作，是遵循全宗原

則和尊重原始順序，以全宗、系列、案卷和案件作為檔案描述的單元。 

 

(三) 各重要檔案典藏機構檔案描述格式標準以 EAD 為主要參考來源 

 

重要檔案典藏機構如國史館、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臺史所因

數位典藏計畫，皆參考 EAD 描述結構標準。而檔案主管機關—檔案管

理局亦以 EAD 作為紙本檔案描述格式。雖各典藏機構檔案描述實務工

作，並未能完全展現四大控制層次及其關連性的組成結構，但主要的

描述項目亦能涵蓋檔案本身、產生者來源二大面向資訊。 

 

綜合前述，以 DACS 為主要參考來源，作為制定中文檔案描述內容標準的

發展策略，無論在理論架構或實務應用，都具有高度可行性。由於 DACS 承繼

檔案管理二百餘年來的來源理論的傳統，以全宗原則和尊重原則順序作為檔案

描述的基礎架構，涵蓋檔案資料本身和檔案產生者兩大描述主體，描述項目完

整展現檔案資料本質、檔案來源資訊及其編排架構，且以使用者為中心，兼顧

外部讀者(end user)查詢和內部管理者的資訊需求。此外，ICA 所制定的 ISAD(G)

和 ISAAR(CPF)關於檔案描述與檢索點選擇之國際檔案界共通的標準，亦可作

為中文檔案描述規則制定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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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從以上的討論分析，我國所使用的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可說是一種資料

結構的標準；而 DACS 是一種描述資料內容的標準，我國目前尚欠缺一套完整

的檔案描述內容標準。因此，針對我國國家檔案描述內容標準的制定，本研究

建議以 DACS 為基礎架構，再參考 ISAD(G)和 ISAAR(CPF)等二項國際檔案描述

標準，並擷取 NARA 的 LDRG 對數位物件與微縮產品的描述資訊，本研究研擬

「中文檔案描述內容標準(草案)」(Chinese Archival Description and Access Rule, 

CADAR) (詳見附錄三)，以供檔案界和檔案主管機關參考，其概念性原則與標準

架構簡述如下： 

 

一、 檔案描述的理論基礎 

 

因應資訊網路環境的進展，檔案描述的概念性原則，是基於使用者需

求、檔案資料本質、檔案來源理論、以及編排與描述的關係，茲分析如下。 

 

(一) 基於使用者需求 

檔案描述最主要目的在於建置檔案描述資訊，提供使用者查詢與

取用檔案資料。檔案典藏的使用者包括研究者與檔案人員，對檔案資

訊的需求，研究者主要是對檔案內容查找與歷史價值應用等，檔案人

員主要是對檔案典藏管理與開放服務。因此檔案內容的描述資訊必須

同時滿足研究者與檔案人員的資訊需求，符合其資訊行為。 

 

(二) 展現檔案獨特性與積累性的本質 

檔案是隨著機構或個人之業務與活動所產生之文書，是事件的原

始紀錄，具有獨特性；是由文書自然彙集形成，具有積累性。檔案多

樣性載體的特質，和多層次積累的結構，因此，檔案描述必須適用不

同載體類型、適用不同控制層次、適用不同產生來源(個人、家族、機

關團體)。  

 

(三) 遵循檔案來源理論，描述檔案產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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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檔案是機構或個人之業務與活動所產生之文書，呈有機成

長，並經過有條件的價值鑑定，才得以成為長久保存的檔案資料，而

經由檔案可反應出某一機構或個人的特質，因此檔案整理必須重視其

來源，亦即是所謂的來源原則(Principle of Provenance)，或尊重全宗的

概念。 

 

來源原則提供檔案工作者與研究者能正確了解檔案產生的來源與

目的。謝倫伯格(T. R. Schellenberg) 歸納尊重來源的處理原則，其優點

有： 

1. 來源原則可以維護檔案的證據價值； 

2. 來源原則符合檔案的特質； 

3. 來源原則可協助檔案人員處理檔案； 

4. 來源原則便於檔案的編排； 

5. 易於檔案的描述。
26

 

 

因此，檔案描述除了檔案資料本身，也必須描述檔案產生來源，

即個人、家族、或機構團體。 

 

(四) 編排與描述關係，描述資訊要反應編排層次 

來源理論另一概念性原則是尊重原始順序原則，是用以維護文書

保存與歸檔系統，包括特殊的文書系列與其相互之間的關係。因此，

檔案編排是要維護文書保存與歸檔系統。以尊重原始順序在於編排檔

案具有下列優點： 

 

1. 反映當時事件經過的確實情況； 

2. 保存文件原有的關係； 

3. 提供有關記錄產生、利用或活動的文書證明； 

4. 增加檔案價值，例如提供其文書活動的可靠證據。27

 

 

具體實務是以檔案控制層次方法，主要分成全宗、系列、案卷、

                                                 
26 Schellenberg, T. R., The Management of Archives (Washington, DC: NARA, 1998), 90-95. 
27 Schellenberg, T. R., The Management of Archives,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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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目等四個主要層次。而且，由於檔案資料的數量龐大及層次複雜，

描述時必須釐清檔案整體及其細分層次描述單元的層屬關聯性。每一

控制層次都有其主要行政、處理需求和檢索等內涵與資訊重點，每一

檔案單元的描述適合其控制層次的特性。識別編排的層次及其層屬關

係。 

 

二、 中文檔案描述內容標準的架構與描述項目 

 

檔案描述必須包括檔案資料本身和檔案產生者。描述項目應涵蓋檔案

內容(content)、檔案脈絡(context)、和檔案結構(structure)三大面向。因此，

標準規範的架構如下： 

 

(一) 導論：敘述檔案描述的概念性原則 

(二) 第一部分是描述檔案資料：包括識別性資訊、來源背景、內容與結構、

取用與使用管理、徵集與處置、相關資料、附註、以及描述控制層大

類。 

(三) 第二部分是檢索點選擇：包括個人、家族、機關團體等檔案來源資訊，

和地理名稱(為識別檔案產生者)的空間資訊，以及主題內容的權威資

訊。 

 

描述項目，檔案本身資料和檔案來源等檢索點，應包括下列資訊： 

 

(一)第一部分 描述檔案資料 
 

第一章  識別性元素(Identity Element)  

1.1 描述的層次 (Level of Element) 

1.2 參考代碼 (Reference Code Element)  

1.3 題名 (Title Element) 

1.4 日期 (Date Element)  

1.5 稽核 (Extent Element)  

1.6 典藏單位的名稱與位置 (Name and Location of Repository Element) 

 

第二章  來源背景元素(Context Elements) 

2.1 產生者名稱 (Name of Creator(s)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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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行政/傳記歷史 (Administrative/Biographical History Element)  

 

第三章  內容和結構元素 (Content and Structure Element)  

3.1 範圍和內容 (Scope and Content Element)  

3.2 編排系統 (System of Arrangement Element)  

 

第四章  取用與使用元素 (Conditions of Access and Use Element) 

4.1 取用狀況 (Conditions Governing Access Element)  

4.2 實體取用 (Physical Access Element) 

4.3 取用技術 (Technical Access Element)  

4.4 重製和使用狀況 (Conditions Governing Reproduction and Use Element) 

4.5 資料語言與字體 (Languages and Scripts of the Material Element)  

4.6 檢索工具 (Finding Aids Element)  

 

第五章  徵集與處置元素 (Acquisition and Disposition Element)  

5.1 典藏歷史 (Custodial History Element)  

5.2 徵集的直接來源 (Immediate Source of Acquisition Element)  

5.3 鑑定、銷毀和處置 (Appraisal, Destruction, and Disposal)  

5.4 預期增加 (Accruals Element)  

 

第六章  相關資料元素 (Related Materials Element)  

6.1 原件現存的位置 (Existence and Location of Originals Element)  

6.2 複製品現存的位置 (Existence and Location of Copies Element)  

6.3 相關的檔案資料 (Related Archival Materials Element) 

6.4 出版註 (Publication Note Element)  

 

第七章  附註元素 (Notes Element) 

7.1 附註 (Notes Element) 

 

第八章  描述控制(Description Control Element)  

8.1 描述控制元素 (Description Control Element)  

 
(二)第二部分 檢索點的選擇 (Choice of Access Point)  

 

第九章  檢索點(Access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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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個人名稱 (Personal Names)  

9.2 家族名稱 (Family Names)  

9.3 機關團體名稱 (Corporate Body Names)  

9.4 地理名稱 (Geographic Names)  

9.5 主題 (Subject)  

  

三、 組成檔案描述標準任務小組，整合檔案學界的理論知識與實務界的經驗知

識 

 

DACS 是美加二國在檔案描述內容標準的跨國計畫成果，網羅二國檔

案界的菁英共同討論。且 SAA 在 2007 年成立 DACS 任務小組持續發展，

並作為長期維護的執行團隊，任務小組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各大學圖書館、

檔案館和博物館組成，是就檔案與手稿資料進行描述內容之規範。其缺憾

是 NARA 並未參與任務小組，亦未採用 DACS，而是自行制定 LDRG。因

此，國內中文檔案描述內容標準的制定，任務小組的組成必須有學界和實

務界的代表，更重要的檔案管理局的加入，才能有助於標準的永續發展與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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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建議 
 

一、以中文檔案描述內容標準進行個案研究 

 

由於檔案描述內容規則所規範的描述資訊，包括檔案資料本身和檔案

來源資訊二大類，列出的描述項目超過 30 項。又檔案資料的多樣性，依來

源有官方公文檔案、民間契約文書、以及個人和家族典藏等，且載體又有

紙質文書、圖像資料、影音紀錄、多媒體檔案、和電子文件等多元化類型。

未來可以本研究成果為草稿，進行各類型檔案典藏描述的個案研究，以實

務瞭解檔案描述作業中複雜的資訊取捨與決策依據等議題。 

 

二、就檔案描述資訊開放查詢與取用，進行使用者需求與行為研究 

 

國內檔案典藏機構，有如教育部、外交部等政府機關檔案典藏單位；

有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等史實編纂機構；有中研院近史所與臺史所等學術

研究機構。不同檔案典藏機構因應母機構屬性不同，對於檔案典藏與開放

利用發展亦有所差異，因此，作為檔案描述資訊開放查詢與內部管理的基

礎工作，應就檔案描述資訊，進行使用者需求與行為研究，主要使用者應

區分為外部讀者與內容管理人員，以瞭解不同使用族群使用檔案的真正需

求與行為模式，據以調整檔案描述內容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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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專家焦點座談大綱 
 

Q1：檔案整編時，依遵資料結構標準(如 EAD、MARC21)與資料內容標準

(APPM、RAD)的必要性，理由為何？ 

 

 

Q2：在檔案描述(著錄)實務上，現行遵循或參考哪些規範？是否滿足著錄時的需

求或遭遇困難？ 

我國「國家檔案描述作業手冊」於民國 95 年一月頒布，鑑於國家檔案描述

需要，並便於國際間檔案資訊交換，我國國家檔案描述格式在制定時分析 EAD、

MARC AMC、ISAD(G)、Dublin Core 等國內外各主要檔案描述格式之特點與應

用情形，屬紙質類型者，採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簡

稱 EAD)著錄；屬特殊媒體類型者，採視覺資源協會視覺資源核心項目(Visual 

Resources Association Core,簡稱 VRA)格式著錄。(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描述

作業手冊(臺北市：檔案管理局，民國 95 年)，頁 i-2) 

 

 

Q3：DACS 制定目的在於提供一致性規範，適用範圍可容許多元層次描述與適

用各種型態檔案，各單位適用的可行性為何？ 

DACS 宣稱可適用不同載體的檔案資料、檔案產生者、各級控制層次、以及

數位化物件。 

 

 

Q4：依據各單位典藏檔案的特性，DACS 所規範的項目是否能夠成為著錄時的

指引？(三大部分共計十四章)那些項目應加以規範？ 

根據調查，彙整國內中研院近史所、中研院台史所、國史館和檔案管理局，

初步獲得各機構皆著錄的欄位僅有 2.1 參考代碼、2.3 題名、2.4 日期等三項目；

至少有一機構著錄的欄位則有： 

2.1 參考代碼 ith 1、2；dmh 1、2；na 1 

2.2 典藏單位的名稱與位置 dmh 1；na 1 

2.3 題名 imh 2；ith 2；dmh 2 

2.4 日期 imh 1、2；ith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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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數量 imh 4；na 1、3、4 

2.6 產生者名稱 imh 4；ith 1、4；na 3 

2.7 行政/傳記歷史 imh 1；ith 1、4；dmh 1 

3.1 範圍與內容 imh 1、2；ith 1、2、3；dmh 2、3；na 1、3 

3.2 編排系統 imh 1；ith 3 

4.1 管理使用狀況 dmh 4 

4.2 實體取得狀況 dmh 3、4；na 4 

4.4 複製品的取得與使用狀況 ith 1、2、3；dmh 3、4；na 3 

4.5 資料語言與字體 imh 4；dmh 3、4 

4.6 檢索工具 ith 1 

5.1 典藏歷史 imh 1；dmh 3 

5.2 採訪的直接來源 imh 1；dmh 3 

6.1 原件現存的位置 imh 1；dmh 1 

6.4 出版註 imh 1 

7.1 附註項 ith 1 

註：代碼意義，imh- 中研院近史所、ith- 中研院台史所、dmh- 國史館、na- 檔

案管理局；1- 全宗、2- 系列、3-案卷、4- 案件。 

 

 

Q5：DACS 每個項目的規範內容包括目的與範圍、一般規則、細項規範、以及

EAD 元素與 MARC21 欄位的範例，是否滿足著錄時參考指引？ 

 

 

Q6：DACS 由 SAA 組成任務小組，網羅各種典藏機構的專業人士參與(包括國

會圖書館、大學圖書館、與博物館等，但 NARA 則未參與其中)，可以作為國內

檔案界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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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者專家焦點座談紀錄 
 
時間：2009.06.10  14:00~16:30 

地點：政治大學百年樓211教室 

主持人：薛理桂 

出席人員：王麗蕉、洪一梅、張玉華、陳怡佩、彭文琁、楊淑華、廖彩惠、劉

淑慎、蔣光菊 

記錄者：顏佩貞 

 

一、 主持人致詞 

(略) 

 

 

二、 焦點討論 

 

Q1：檔案整編時，依遵資料結構標準(如EAD、MARC21)與資料內容標準(APPM、

RAD)的必要性，理由為何？ 

 

王： 

國內大多遵從EAD的資料結構標準，但只有EAD的格式，很難了解每一個

欄位要如何著錄，每位作業人員也有不同的想法，沒有一套規範的話，著錄出

來的內容會很不一致。EAD宣稱每一個層次都可適用，但實際上著錄的問題滿

大。比如地名的著錄，全宗層次可以著錄「台灣省」包含整個範圍，但到案卷

或案件就不知道要著錄省、縣(市)、鄉(鎮)、鄰(里)、或是土名等到哪一種層級，

要具體還是廣泛？ 

在實務工作上面，發現國內的檔案內容描述標準較缺乏，雖然檔案局有國

家檔案描述著錄手冊，但還是沒辦法解決一些實務問題。尤其我們處理民間檔

案，像是古契書的部分，要如何分類與命名，史學界也還在討論，所以當時我

們參考了DACS的標準、國內單位的規範。但在查找時，並沒有發現國內單位有

一個公開的內容著錄標準(可能內部有，但未公開)。我覺得有內容描述標準是有

其必要性的。 

還有年代的問題，在全宗與案卷、案件著錄的年代是不一樣的，清代、日

治時期的檔案日期不一致，是否要有個規範以西元紀年統一？還有資料的來源

可能也不是太清楚，這樣我們參考的依據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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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像土地文書上面用的是舊曆，在換算到西元紀年時，要換算到年就好？還

是月、日？還有題名的命名，研究人員的看法也不一樣，有的認為寫上面的名

稱就好，有的認為要完整，時間、人物也要寫上去。還有相關的要不要合成一

件？這都是一些問題。 

 

王：但又沒有一致的規格告訴研究人員，著錄的規範就是如此。著錄出來的東

西內部就很不一致，更何況以後要跟其他單位整合，國內目前要談整合，距離

還太遠。格式對應沒有問題，但著錄的內容要整合就有很大問題。 

 

洪： 

就我們史語所的明清檔案來講，目前包含結構標準、編碼標準、著錄規則，

這三個是一體的，共同處理整個資料庫的品質。結構標準是描述欄位如何在資

料庫中相互關連，編碼標準是將資料庫結構轉成Xml文件，目前大家看到的EAD

與MARC21包含了結構標準與編碼標準。著錄標準則是規範欄位中要填的東西，

但是不同的工作人員會有不同的認知差異，就算是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做檔

案的描述或處理相同的問題，可能都會產生混淆。所以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著錄

的規範，這些著錄規範是為了確保我們建立的內容品質。我們已把這些內容著

錄規範文字化。台史所提到的年代與地名的問題我們也有。 

清代的地名與現代的地名是不一樣的，但考慮到檔案的原始性質，在描述

的時候應著錄清代的地名，但考慮到資料庫或Finding Aids的形式，必須著錄現

代的地名。我剛看到DACS都有把它著錄出來，考慮到管理的需要，以及之後轉

換成檢索工具的需要，它可能不需要考慮年代的原始性質。所以我們在處理此

類檔案時，會同時有中曆與西曆紀年。另外，我們雖然有做到件的描述層次，

但我們也有一些冊檔或月包檔，那產生者應著錄每一件的具奏人，還是整理這

份月包檔的人或單位？ 

除了著錄規則之外，我們還有兩份東西：著錄細則、問題與討論。這些都

要有實際參與的人來討論。著錄細則會有較詳細的著錄規定，以及著錄範例。

清代檔案不像現在的公文書有固定的格式，在解讀後都會有些辨識上的困難，

難以決定要填入哪個欄位。比如清初與清末的鎮江是指涉不同的地理空間，問

題與討論可把這類問題都寫下。有些辨識上的小問題並不會影響到規則的變

更，但這些討論紀錄都會留存。有時不同的編目人員有可能會遇到相同的問題，

如果這些問題都寫下，可做為同仁參考的依據。 

就檔案整編的品質來講，不論是結構或內容標準，都是要全部整合在一起，

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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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當初在擬定國家檔案描述手冊時，花了將近一年半的時間，到同仁實際依

手冊描述國家檔案，其實只有兩年的時間。在制訂標準時，希望從結構、著錄

等標準是一致性的，在籌備處時期，不論是國家或機關檔案資料庫，已決定用

Xml的格式，雖然有區分機關檔案與國家檔案，但是希望檔案移轉給本局之後，

電子目錄資料庫介面是可以銜接的。 

當時調查各機關所使用的標準與格式及委請學者專案研究，最後採用

EAD，但EAD對於特殊媒體部分仍有不足之處，是本局特殊媒體採用VRA，紙

質檔案用EAD，為促進著錄標準化及品質，才編訂手冊俾描述人員遵循，目前

仍有不完備之處，待實務運作及經驗累積後，再予增修。 

另外，本局典藏之檔案年代較晚，目前最早者屬日治時期或大陸運台時期

檔案。像剛剛提到年代或地名的問題，原則上我們是依照檔案內容依實著錄。

在日期的部分本局系統內建值自動轉換成西元紀年，但在使用者端呈現原來的

紀年，俾利檢索及應用。權威檔的部分，去年度本局完成系統新增權威功能，

今年將訂定著錄的規範。 

先前我們將DACS和本局手冊規定對照，相關欄位大致相同，僅名稱不一，

本局在規範儘量採機關檔案人員習用詞彙，這些項目概念相同，只是不同名稱，

或者只是大項之下的小項，比如行政傳記歷史註我們是放在Note裡面。出版註的

部分，我們是放在附註項。  

 

楊：之前都是用圖書管理的角度去探討檔案的目錄，但是否能切合機關檔案的

需要？圖書管理畢竟與檔案管理有差異，如果能引進DACS，然後站在機關檔案

管理角度上，對內部檔案的檢調、讀者的應用服務、檢索功能都能再提升。但

是在著錄檔案管理系統Xml格式，就要著錄38個欄位，如果以後著錄欄位越來越

多的話，功能有無整合，是否符合檔案局的規範，是我比較關注的地方。 

 

彭： 

國史館整個檔案編目規範是有很多依據的，來自史語所、近史所、檔案局

等各單位，還有使用者的意見，然後整合成適合國史館使用的編目規範。所以

我們常會去請問館內的修纂人員，還有常來查檔案的專家學者，以專業使用者

的角度去看，怎樣的編目方式是最適合使用者查找到所需要的檔案？而我們要

建檔的欄位是很多的，往往一批機關檔案就有一百多個欄位要註記，當然也有

一些欄位是系統自動帶出的。 

所以國史館的作業方式與規範，每一個全宗的著錄都會做一些修正。在參

加數典計畫之前，我們自己有一套欄位的註記方式，以時間資訊來說，當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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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國紀年的，參加數典之後才轉為西元紀年，配合新系統的開發，再請廠商

轉置。然後遵循數位典藏後設資料小組給的規範，我們的規範可以說是從那發

展下來的。 

後來我發現每個全宗都有自己的特質，好像不能完全用同一個規範。比如

地名，一般院轄市不註記省份，縣市會註記省份，但後來的蔣經國、李登輝檔

案，只註記省份或縣市好像不太足夠。因為李登輝總統常下鄉鎮，如果只註記

彰化縣、台南縣縣名，好像沒多大意義。所以面對不同的檔案，欄位的註記都

會做些調整。 

對著錄人員或讀者來說，當然希望註記越詳細越好。而我設定的族群是現

在還在唸書的學生，希望他們可以知道台灣的各鄉鎮是在那個縣市，所以欄位

的註記也會有所調整。 

 

蔣：雖然剛科長提到全宗的著錄會做一些調整，但實際著錄的人員都會希望檔

案的著錄，在地名、紀年、字體的寫法在著錄上可以一致，希望盡量以原檔為

準。 

 

薛： 

系列的題名可能以產生單位，加上資料主題或資料類型。案卷可能就不加單

位，而直接從主題命名，但主題要怎樣呈現？要用多少的字？目前國內這方面

好像沒有明確的規範？ 

目前可能有資料結構的標準，但是對資料內容的標準，可能還不太足夠。但

後設小組訂出的還是資料結構標準，內容描述標準還是各單位自訂。資料結構

標準與內容描述標準是不一樣的東西，但以往大家容易混淆。雖然檔案局有制

訂國家檔案描述的手冊，但會不會不夠詳細？或多舉一些著錄範例？所以資料

結構標準與資料內容標準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初步結論 

各機構進行檔案整編時，皆依機構需求，例如數位典藏、機關檔案管理、資料

庫系統建置、或典藏管理等因素，除了格式(結構)、欄位(元素)規範外，亦有部

分關於內容著錄的原則性規定。為確保資料內容一致性和著錄品質，不論資料

結構或是資料內容，都應有統一標準；尤其是機構間檔案資源交換與整合時，

更需要全面性(全國性)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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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在檔案描述(著錄)實務上，現行遵循或參考哪些規範？是否滿足著錄時的需

求或遭遇困難？ 

Q6：DACS由SAA組成任務小組，網羅各種典藏機構的專業人士參與(包括國會

圖書館、大學圖書館、與博物館等，但NARA則未參與其中)，可以作為國內檔

案界效法？ 

 

薛：之前前面提到的年代、字體繁簡問題、欄位的多寡等。教育部的38個欄位，

而國史館剛提到有一百多個欄位，不知是在哪一層級？ 

 

彭：一百多個欄位是在案卷與案件。有些欄位是在參加數典計畫之後，依照計

畫辦公室要求加上去的。 

 

王： 

剛聽了各單位的意見，發現各單位在著錄上都有遇到很多困難，但是彼此

的資訊沒有流通、彼此分享。各機關考量的點也不同，像檔案局考量的是機關

檔案與國家檔案，我們台史所考量的是民間檔案，史語所那邊可能已經考量到

資料庫建置、權威資料的控制。而各單位的欄位數量也不同，檔案局也說他們

的欄位也包含在裡頭，只是大家的解釋不同。我覺得這就是國內遭遇到的問題，

大家沒有一致的規範。有的從使用者角度考量，有的從機關檔案管理者的角度

考量，我們是從典藏單位的角度考量。 

各單位可能花很多時間在數位典藏資料的內容著錄上面，反而在其他方面

的資訊沒有空去處理。在圖書館界已發展很多年，在建置系統的時候就有一致

的標準可參考。但在建置檔案的系統時，可能就要從系統功能等各方面去分析，

卻沒有一個標準可以去遵循。雖然每個欄位內部可以自己做調整，但至少有一

個大標準可以依循，各單位就不會這麼分歧。 

 

薛理桂：在數典計畫第一期主要是發展資料結構標準，以歷史檔案的典藏機構

為主，檔案局沒有加入。在第二期檔案局才加入，但我覺得不論是國家檔案或

歷史檔案，其實在著錄的標準其實是可以通用的。不曉得有沒有整合的必要性？ 

 

張： 

身為檔案主管機關，制訂標準是責無旁貸的，但在制訂手冊時，我們並沒

充份的實務經驗，而是去請教各方面的專家。就圖書館界來講，制訂標準需要

經驗的累積，檔案界也是如此，需要各單位的參與，尤其是歷史檔案的典藏單

位。本局行政業務繁重，我們也期許檔案局也能做到國圖的角色，但專業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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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及經費，仍有諸多不足之處。 

目前局裡也在做業務的調整，將來國家檔案的描述會移交給典藏組負責。

但就檔案主管機關的角色來講，應該會積極參與。 

 

薛：這剛好也可以呼應第6題的問題。可以先仿效美國成立任務小組，邀請具備

檔案描述實際經驗的大單位定期集會，檔案局就能聚集有經驗值的單位，就上

述提到的年代、地名、題名的問題，訂出最實際的檔案描述標準。以往民國95

年檔案局訂出的描述作業手冊，發函給各單位，因為尚未實施，以致無從提出

意見。像國家圖書館在民國70~75年，聚集各圖資界的專家學者與資深編目人

員，訂出中國編目規則等標準，像國圖這樣的經驗也值得我們仿效。 

 

王： 

當初制定DACS是美加兩國合作，所以當時有引起很大的關注，所以才會

想從DACS這邊著手。之前去了一趟美國，詢問NARA為何不用DACS？ 

LC和NARA的典藏重複性很高，但是卻沒有整合。因為LC是隸屬在國會之

下，NARA是聯邦政府之下的一級單位，經費與上級單位不同。DACS是由LC主

導的，LC和大學圖書館在早期收了很多個人典藏，所以才會針對檔案的特質去

擬定一些規範。這點與台灣的情況不同，國內的國家圖書館與大學圖書館在特

藏的部分是較少的。 

同意剛剛薛老師的意見，可以集合國內較具有規模的單位成立任務小組，

然後要避免美國分歧的狀況。而NARA使用LDRG，該規則制訂的較細，也從機

關檔案的角度去考量，可能與國內珍貴的歷史檔案處理情況不同。但NARA制訂

出的LDRG也無法適用在大學圖書館，因為LC、大學圖書館與美國檔案協會是

一起的，我覺得這樣的情況台灣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組成任務小組進行長期的

規劃與討論是有必要的。或許國內可以遵循CNS的國家標準，讓國內檔案單位遵

循，可能會比較有效果。 

 

彭：目前館內不同類型的檔案，例如照片、視聽、微捲等，以及不同全宗的檔

案，在著錄時都會做些微的調整，是否可以適用一致的標準？另外，國史館與

台灣文獻館的著錄方式就已經不一樣了。再以外交部的檔案為例，分散四處，

可能每個典藏單位的編目方式就不同。若通過CNS的國家標準，一定得遵守也會

讓各機關卻步。 

 

王：制訂CNS標準只會原則性的規範，不會訂太細。規則也不可能訂太細，會有

同中存異，但還是要有一個原則性的標準，否則新進人員無法銜接、不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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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無法接手處理。剛提到的不同資料類型，規格不同是受到資料庫的框架影響。

但有時考慮太多，在整體方面是無法去整合的。外交檔案在不同單位有不同的

著錄方式，對使用者來說相當不便，到不同單位可能在資料庫的搜尋策略就要

改變。 

 

廖： 

就史語所來說，不只有明清檔案，還有拓片、器物、古籍、照片等，DACS

看起來是一個較彈性的規則，一個遵循的方向，並沒有制訂到很細。各個資料

類型非常多，就同一份檔案來講，可能就有不同的資料類型，所以在描述這份

檔案時，可能除了檔案學的知識外，還要有學科背景涵蓋進來。所以DACS作為

一個原則性的標準會比一個強制性的標準來得好。 

檔案在著作權上可能比較沒有問題，但我們的拓片、採集回來的文書與照

片，可能就有著作權的問題。在開放給使用者上，可能要有一些規範，在DACS

好像沒看到？ 

 

王：其實DACS有提到，是放在使用者限制那邊。像我們私文書的部分，比如個

人日記也有著作權的問題，所以那時我們參考了NARA的規範，大多是在使用限

制與取用方式的說明，而不會以欄位式的方式去規範，而是用文字敘述的方式。

國內因為推行數位典藏計畫的緣故，著錄的太過詳細，但大宗的檔案不可能處

理到單件，大多是處理到全宗或系列。國外才會有全宗的清單，做為Finding 

Aids，才有Finding Aids的欄位。 

 

洪： 

史語所最早在處理明清檔案只有9個欄位，推行數典計畫之後，才增加到31

個欄位。歷史學者則會問說為何要增加這麼多欄位？使用者可能只要9個欄位，

但是建立資料庫、管理者與決策者的需要，可能需要更多的欄位。所以我們在

訂著錄規範時，都很詳細的去填寫每一個欄位要如何著錄，但是最後還是發現

缺少給著錄者著錄的大原則。所以後來我們在著錄規則前面加上「原則」，包

括標點符號的使用，還有寧缺勿錯的大原則，不去做判讀與揣測。但是這樣寧

缺勿錯的原則與資料庫的必填欄會有衝突。 

之前在數位典藏計畫的檔案主題小組，有建立過核心欄位與簡易的著錄規

範，目的是為了建置檔案聯合檢索平台，收入所有檔案管理單位已著錄的欄位。

所以當時最重要的規則是要能對應到各館的欄位，然後容納各館的著錄規範，

並沒有一致的著錄規範。如果現在要制訂一個詳細且嚴格要求所有單位使用的

一致性規範，是有困難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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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要制訂一個內容標準，也是要針對原則來制訂，比如檢索工具的

原則、開放改使用的原則、管理者與決策者的原則，制訂建議的欄位與著錄的

規則。這樣國史館 100多個欄位可能就不需要變動，看這些欄位是否可以按照

這樣的規範來填，這樣可以留一些彈性空間給實際著錄的人。 

 

王：國家標準的意思並不是說規定有哪些標準欄位就一定要去著錄，而是國家

標準跟專業領域標準，國家標準的推廣度、適用度會比較高，當有不同的標準，

會優先參考國家標準。而不是國家標準訂了100多個欄位，就要全部都著錄，而

是在這個標準下各取所需。另外檔案的整編是非常耗費人力的，制訂出標準之

後應大力推廣，作為培養專業檔案整編人員的參考。 

 

薛：我覺得實例是相當重要的，如果參與的單位越多，就會有越多元的範例，

在實務上的操作會更得心應手。還有補充第6題的問題，除了紙本式的檔案要制

訂描述規範之外，還有影音檔案、照片、古地契等不同類型檔案的問題，像史

語所較特別的有拓片，應放在檔案館還博物館？像加拿大的LAC，還有畫作的

收藏。所以任務小組有博物館的成員是有其道理的。 

 

彭：國史館也有很多器物，也有畫作。這些文物的典藏與管理，編目建檔等作

業跟紙質類檔案分開，採用CDWA。 

 

王：我覺得還是要看機構自己的定位。 

 

洪：我覺得 CDWA還是偏向展示的功能，但針對這個問題還是有可以思考地方。

因為國史館將來會有展示的空間。故宮也用CDWA，因為他們有固定的展示空

間，但我們史語所是以考古學本身的脈絡去做，跟檔案一樣有不同層次的描述，

所以跟CDWA是不同走向。 

 

王：我們台史所也有典藏很多照片，但典藏在古文書室裡，當作檔案的方式來

處理，它只是不同載體，也有檔案的歷史脈絡與四層的描述層次，只是會在欄

位加註實體的類型。 

 

張： 

未來機關檔案管理制度，仍屬徵集組業務。檔案局基於法定職掌編目規範

仍需以法規形式呈現，目前規定的屬通則規範(general rule)，編目作業流程在編

目作業手冊。未來規劃將屬不同形式檔案的編目著錄細則以專章來呈現，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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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手冊形式，將來歡迎各機關提供各種資料形式或媒體著錄建議，納入規則後，

俾機關參據，然後從基層慢慢去推行。 

 

 

=>初步共識：在檔案描述(著錄)實務上，各機構在研擬內部規範時，主要參考

EAD的結構標準，檔案管理局當時研擬《國家檔案編目手冊》亦參考EAD的規

範；但EAD僅是規定檔案著錄應包含那些欄位及其順序等格式議題，對於著錄欄

位中的描述內容要如何處理，例如題名中機構名稱要全稱還是簡稱，資料類型

如何區分，而DACS中對於全宗名稱的命名規則是應包含文書產生者或蒐集者，

以及資料的性質，例如臺灣省參議會(文書產生者)+檔案(資料的性質)，各個欄位

內容如何著錄，皆有所解釋與規範。因國內數位典藏計畫的推動，各單位主要

以EAD為參考標準，而實際著錄時，各機構亦會進行相關內容的規範，故雖有著

錄規則，但都僅限於內部人員使用，對於檔案資訊交換與整合，造成某種程度

的難度。 

 

一致性的標準規範，在於提供資源整合與交換，國內檔案資訊公開與共享，除

了EAD結構標準外，提供一致性著錄內容規範的全國性描述規則有其必要性，

DACS由SAA組成任務小組，網羅各種典藏機構的專業人士參與(包括國會圖書

館、大學圖書館、與博物館等)，但身為檔案主管機關的NARA則未參與其中，

亦造成DACS應用的有限性，因此，國內檔案界要制定全國性的檔案描述內容標

準，應以效法SAA網羅各檔案機構專業人士，但亦需以SAA為鑑，檔案主管機

關必須參與，甚至由檔案管理局主導規劃。 

 

 

 

Q3：美國地區制定DACS目的在於提供一致性規範，適用範圍可容許多元層次

描述與適用各種型態檔案，DACS在我國各單位適用的可行性為何？ 

 

薛：檔案局從96年開始機關檔案以案件及案卷二層級著錄，歷史典藏單位這是

這四種層次都有用到。以後DACS有中文版，在我國各單位是否可以容許這種多

元層次的描述？國家檔案有定出全宗、副全宗、系列、副系列等層級，機關檔

案好像只有到案卷、案件層級，為何兩者不能一致？ 

 

張： 

目前檔管人員多數仍將檔案以文件管理方式來處理，較無編案整卷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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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最初基於現實的考量，希望可以從文書系統將資料直接轉到檔管端，不要

增加檔管人員太多的負擔。但是案件層級的描述資料公布，會揭露機關在政策

決策前不應公開的資訊或個人隱私等，且基於檔案研究價值及機關內部使用目

的，目前規範二層級著錄，依目的性質尚屬妥適。 

目前機關專業人力不夠，而檔管人員仍擔負其他行政業務，以系列為單元

之描述，對內部使用及目前國內檔案使用者的習慣，可能較不適合。 

描述到系列層級可能對文書產生機關的作用不大。業務承辦人員，平常調

案也是以案件或案卷為單元。 

 

楊：當初我們配合檔案局要案卷的著錄，的確是增加很多工作量。因為限於專

業人力不足，單是案情的摘要，就覺得負擔很大。教育部一天有1000件公文歸

檔，一年要20萬件，現行人力去處理還是很吃力，現在還是在培訓一些委外人

力來處理。 

 

薛：我覺得在機關檔案不需要做到案情摘要跟主題，而是應在國家檔案的層次

再去做。半年就做案情摘要時間還是太短，應3年後再做整卷與描述的工作，而

且也符合文件的生命週期(3年內的現行文書階段)。半年內的文件調閱率還是很

高，做案情摘要沒多大意義，反而增加業務工作。到了國家檔案階段，就可以

用到系列層級描述，然後再去做案情摘要、主題項分析等。 

 

張： 

半年的意思是可以開始做案卷層級著錄，只是起始日，而非要求半年內完

成，案情摘要也有其行政管理上的需要。目前各機關編案作業不落實，很多機

關是把一個系列的檔案當作案卷整理。日後檔案銷毀作業，須要靠案情摘要做

判斷依據，比如檔案10年後才要銷毀，但是判定是否銷毀的人員並不一定是原

來的承辦人，實務上不可能把所有檔案都調出來看，初步先進行案名、案情摘

要判定，有需要才調案，所以案情摘要有行政管理上的需要。案情摘要實質在

分析文件性質(比如計畫提案、計畫審議)，而非敘述業務如何發展，可能是這個

詞彙讓大家誤會。 

案件部分建檔是在文書端就完成了，資料匯到檔管端，檔管人員需要做編

案作業及案卷層級編目，但檔管人員認為沒有能力做編案，如果沒做好編案作

業，就無法做好彙整分析文件性質，以及著錄摘要。案子沒結案，自然沒有寫

案情摘要的問題。檔案管理部分業務可以請委外人力解決，的檔管人員則應執

行質化的部分，比如案情摘要的描述。半年只是一個規定起始時程，完成編目

才彙送至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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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同載體的檔案處理，圖書館界用AACR2專章的方式處理，但是近年重新

訂RDA，考慮到整體性而不區分資料類型，重視作者的描述。DACS在處理檔案

時，也是宣稱適用不同資料型態、適用各層級、重視產生者背景。在原則上的

適用，國內可參考DACS跟NARA的規範，制訂通用規則。 

 

洪： 

檔案的載體為何，並不影響檔案的原始架構與價值，所以DACS並不特別

強調載體不同要有不同的規則，處理載體的問題放在附則。所以不建議用專章

的方式，因為專章會被誤解，把不同載體視作獨立的架構。就像DACS第三部份

的「名稱形式」，也不是就某類名稱全部訂出來，而是去附加說明前面的欄位，

可以用怎樣的形式去著錄。 

像國外有將法律資料、軍事資料、不同載體、特殊性質的檔案、密件等，

以附則的方式去處理，是一種補充的方式。像以前手稿是另外分開的，但是我

覺得沒有必要分開。 

另外，DACS後面有新增複製件欄位，可以不受數位化形式的限制，是其

優點之一。 

 

薛：各種的載體用專章可能會太多，也無法全部列舉，若以附則的方式的處理

也可考慮，也可處理不同載體的問題。 

 

檔案描述基礎在於檔案編排的多元層次及其層屬關係的表現，國內因數位典藏

計畫的推動，配合數位影像線上展示，多數檔案典藏單位對於檔案描述主要是

以最小單元—案件為處理單元，再依案卷、系列、全宗向上發展，與美國偏重

於全宗和系列較高層次的處理有所不同。因此，國內的檔案描述標準，更應滿

足多元層次描述的需求。而各種型態檔案，會隨資訊環境的發展而有所不同，

但檔案的載體的差異，並不影響檔案的原始架構與內容價值，因此，檔案描述

標準亦應適用各種載體的檔案，例如DACS在「範圍及實體性質(extent and 
the physical nature) 」規範是可選擇依檔案型態（媒體形式）來記錄描述

單位之數量，其檔案類型可以是很概括性的，例如文字資料、圖像資料、地

圖資料、建築與工程藍圖、動態影像(moving image)、錄音資料，分別描述

其計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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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依據各單位典藏檔案的特性，DACS所規範的項目是否能夠成為著錄時的

指引？(三大部分共計十四章)那些項目應加以規範？ 

 

薛：除了整理表上列出的欄位，還有哪些欄位是需要增加的？ 

 

楊：有關編目人員姓名、時間之欄位(8.1.5項)也可以加在所有欄位裡。 

 

廖：以DACS25個元素為基礎。 

 

薛：名詞的討論與翻譯可以再討論，以後可以邀請各單位、進行長期的討論。 

 

初步結論：檔案描述內容的規範，其規範項目應儘可能完整與詳盡，可以DACS

的項目為基礎，包括對於作為著錄品質管理的相關記錄，如著錄人員及著錄時

間，(DACS中所挸範的「檔案性描述紀錄(archival descriptive record)的建

立及修訂(creation and revision) 」也是重要的描述資訊，應列入規範標準

之中。而描述項目中文名詞與相關定義、解釋，則需各主要典藏機構長期討論

與修訂。 

 

 

 

Q5：DACS每個項目的規範內容包括目的與範圍、一般規則、細項規範、以及

EAD元素與MARC21欄位的範例，是否能夠滿足檔案單位著錄時參考指引？ 

 

薛：MARC21主要是圖書館界使用，美國的檔案單位與圖書館界關係密切，所以

圖書館也會收藏私文書，但國內檔案界好像還沒用到MARC21，這部份可能可以

不用附上。 

 

洪：除一般規則、細項規範之外，應該給予範例。文字描述的規則可能不易理

解，但是看了範例就能了解。其實規則還有參考規則，像著錄國家名稱，可能

要參考ISO693。制訂的規範要到詳細到著錄人員能理解為主。 

 

張：像我們的手冊也是這樣，會有說明、範列。 

 

王：如果有不同層次的範例，在應用上會更清楚。DACS這一部份是沒有的。 

 



檔案描述內容標準(DACS)應用於中文檔案描述之研究 

 

附錄 2-13 

洪：我覺得DACS沒有是有原因的，因為它是一個最大的彈性值。因為每個單位

分系列、案卷的方式都不同。 

 

王： 

其實區分四個控制層次的原理原則都應該要一樣。美國的國會圖書館與大

學圖書館只考慮到全宗、系列這兩層，所以他沒有考慮到單件的問題。但是NARA

是從文書的觀點去考慮，所以才會有單件的層次。但我們實際作業上，四個層

次都會著錄，所以NARA這個也可以去參考。 

我們在取名稱的時候(人名、地名等)，在人名的部分，全宗層次要把所有

人名都著錄出來，還是著錄重要的人名就好？但單件只要著錄這件出現的人就

好。應以項目為主，然後底下各層次該如何著錄。 

 

薛：各層次都有範例是最好。 

 

初步結論：DACS規範中，每個描述項目的規範包括(1)目的與範圍、(2)欄位資

訊來源、(3)一般規則、(4)細項規範、以及(5)EAD元素與(6)MARC21欄位的範例。

由於國內檔案界並未採用MARC 21格式，因此MARC 21範例可以取消，避免誤

導。但因國內檔案描述是案卷、案件為主要著錄單元，並且向上延伸到系列與

全宗層次，不同層次著錄時資訊來源管道、及其資訊重點有所差異，建議提供

各控制層次著錄的範例，或參考NARA的規範列出各欄位主要適用的描述層次，

例如個人傳記與機構歷史，就適用於全宗與系列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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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檔案描述規則(草案) 
Chinese Archival Description and Access Rule (CADAR) 

 

 

 

 

 

 

 

 

 

 

 

 

 

 

 

 

參考 DACS、ISAD(G)、和 ISAAR(C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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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檔案描述的概念性原則) 

 

 

檔案是由事件發生「直接彙集形成的原始紀錄」，是經由文書憑證與資訊等

價值評量後，考量到其長久保存的價值轉化而來的，故檔案描述除了資訊價值

外，更須針對其產生機構的職級、功能、執行業務與活動的證據價值加以呈現。

由於具有事件原始紀錄獨特性與積累性的本質， 檔案館管理與檔案描述主要仍

是根源於檔案的本質、其產生背景、和二百年的檔案理論(來源理論、全宗原則、

和尊重原始順序)。1

 

 檔案描述資訊可歸納為檔案本身內容(content)、檔案產生來

源(context)、以及檔案組成結構(structure)。檔案描述的目的有三： 

(一) 透過描述性資訊，提供使用者查詢與取用檔案資料。 

(二) 藉由記載檔案資料的內容、來源與結構，促進使用者對檔案資料的辨

識與選擇。  

(三) 經由記載檔案典藏保管、編排、及其產生與使用紀錄，建立檔案資料

真實性的認定基礎。2

 

 

標準化的檔案描述內容規範，在於確保檔案描述的一致性、合適性與自我解

釋。其目的為： 

(一) 協助檔案資料的檢索與交換。 

(二) 促進檔案權威資訊的分享。 

(三) 整合各檔案機構的檔案描述資訊，成為一致性的資訊系統。3

 

 

因應資訊網路環境的進展，檔案描述的概念性原則，是基於使用者需求、檔

案資料本質、檔案來源理論、以及編排與描述的關係，茲分析如下。 

 

一、 基於使用者需求 

 

檔案描述最主要目的在於建置檔案描述資訊，提供使用者查詢與

                                                 
 
1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Describing Archives: A Content Standard. (Chicago: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2004), xi-xv. 
2 Canadian Council of Archives, 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 

<http://www.cdncouncilarchives.ca/archdesrules.html> (25 July 2009). 
3 ICA Committee on Descriptive Standard, ISAD(G): 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 2nd ed. (Ottawa: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1999), 8. 

http://www.cdncouncilarchives.ca/archdesru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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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用檔案資料。檔案典藏的使用者包括研究者與檔案人員，對檔案資

訊的需求，研究者主要是對檔案內容查找與歷史價值應用等，檔案人

員主要是對檔案典藏管理與開放服務。因此檔案內容的描述資訊必須

同時滿足研究者與檔案人員的資訊需求，符合其資訊行為。  

 

二、 展現檔案獨特性與積累性的本質 

 

檔案是隨著機構或個人之業務與活動所產生之文書，是事件的原

始紀錄，具有獨特性；是由文書自然彙集形成，具有積累性。檔案多

樣性載體的特質，和多層次積累的結構，因此，檔案描述必須適用不

同載體類型、適用不同控制層次、適用不同產生來源(個人、家族、機

關團體)。   
 

三、 遵循檔案來源理論，描述檔案產生者 
 

由於檔案是機構或個人之業務與活動所產生之文書，呈有機成

長，並經過有條件的價值鑑定，才得以成為長久保存的檔案資料，而

經由檔案可反應出某一機構或個人的特質，因此檔案整理必須重視其

來源，亦即是所謂的來源原則(Principle of Provenance)，或尊重全宗的

概念。  

 

來源原則提供檔案工作者與研究者能正確了解檔案產生的來源與

目的。謝倫伯格(T. R. Schellenberg) 歸納尊重來源的處理原則，其優

點有：  

1. 來源原則可以維護檔案的證據價值； 

2. 來源原則符合檔案的特質； 

3. 來源原則可協助檔案人員處理檔案； 

4. 來源原則便於檔案的編排； 

5. 易於檔案的描述。4

 

 

因此，檔案描述除了檔案資料本身，也必須描述檔案產生來源，即個人、家

族、或機構團體。 

                                                 
 
4 Schellenberg, T. R. The Management of Archives (Washington, DC: NARA, 1998), 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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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編排與描述關係，描述資訊要反應編排層次 

 
來源理論另一概念性原則是尊重原始順序原則，是用以維護文書

保存與歸檔系統，包括特殊的文書系列與其相互之間的關係。因此，

檔案編排是要維護文書保存與歸檔系統。以尊重原始順序在於編排檔

案具有下列優點：  

 

1. 反應當時事件經過的確實情況； 

2. 保存文件原有的關係； 

3. 提供有關記錄產生、利用或活動的文書證明； 

4. 增加檔案價值，例如提供其文書活動的可靠證據。5

 
 

具體實務是以檔案控制層次方法，主要分成全宗、系列、案卷、

細目等四個主要層次。而且，由於檔案資料的數量龐大及層次複雜，

描述時必須釐清檔案整體及其細分層次描述單元的層屬關聯性。每一

控制層次都有其主要行政、處理需求和檢索等內涵與資訊重點，每一

檔案單元的描述適合其控制層次的特性。識別編排的層次及其層屬關

係。  

 

 

 

 

 

                                                 
 
5 Schellenberg, T. R. The Management of Archives (Washington, DC: NARA, 1998),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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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描述檔案資料 

 

描述檔案資料概論 

 

檔案描述以使用者為中心、檔案資料本質、檔案來源理論、和描述與編排關

係等所形成的概念性框架。檔案描述實務工作，依全宗、系列、案卷和案件逐層

描述，最佳的闡釋是由Oliver Wendell Holmes於 1964 年所提「現代檔案工作重點

應由廣泛與一般性，到最細微與特定性，以漸進式彙整與描述各檔案單元」。6

 

 每

一控制層次的描述，都有其適合該描述單元的特性資訊。 

一、 全宗(record group) 
 

即是一機構的文書組合，可反映組成機構、業務、或功能等實體複分或

智能描述。全宗通常由一機構文書或一個人文件組成，檔案工作者可蒐集該

全宗檔案的一般性內容與其整體的歷史或傳記資訊。7

 
 

二、 系列(series) 
 

系列是下屬單位、業務、或功能的記錄組成，包含有產生文書之特定業

務與歸檔架構等資訊。由於檔案其彙集性與相互關連性等特質，故以文件系

列作為檔案描述最基本的單元。其描述項目應包含：題名、日期、檔案數量、

實體編排、內容摘要等。8

 
 

三、 案卷(file folders) 
 

系列下包括許多案卷，主要是檔案產生時，為便於管理與保存，透過立

卷依一定順序或標準，將性質相同的文件集合，稱為案卷。案卷編排的方式

有：(1)字母順序；(2)年代順序；(3)地理區域；(4)主題；(5)數字等五種標準。9

                                                 
 
6 Scheelenberg, T. R. The Management of Archives (Washington, DC: NARA, 1998), 28。 

 

其描述項目應包含：題名、曰期、產生者、檔案數量、典藏地等識別性資訊，

以及範圍與內容、及其下案件的層屬編排關係。   

7 Fredric M. Miller, Arranging and Describing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Chicago: SAA, 1990), 28. 
8 G. S. Hunter, 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Practical Archives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 Inc, 

1997), 102. 
9 S. G. Thibodeau, Archival Arrangement and Description. In: Bradsher, J. G. (Ed.), Managing 

Archives and Archival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9), 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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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案件(item) 

 
案件是案卷下的組成單元，可能是一組件公文、往來書信、照片等。主

要描述項目應包括：題名、日期、產生者、檔案數量、典藏地等識別資訊，

再考量描述範圍與內容、數位物件相關元素等。 

 

    檔案描述的資訊來源，檔案描述所包含的資訊必須有一個適當的來源，關於

資訊的最普遍來源就是檔案本身，相較於圖書館實務面，檔案人員很少會直接將

檔案資料直接的翻譯過來，他們更常用的方式是經由適當的來源將資訊作摘要，

適當的來源可以包含移轉文件、其他方式取得的紀錄、參考工作等。 

 

本標準中所列的各個描述項目，是由目的與範圍、一般規則、以及範例組成，

描述項目的編碼採取章節與標號的一致性系統。 

 

範例的意義在於說明描述項目應用實例，但不是規定的，目的提供檔案描述

人員快速理解實務上應用方式。由於本標準是屬資料內容層面的規範，所有描述

項目的規則，可以應用於 EAD 和 MARC 21 等描述格式標準，亦可以用紙本資

料彙編出版，或是全宗目錄(inventory)與合集清單(register)等查檢工具印行之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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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識別性元素(Identity Element) 

 

1.1 描述的層次 (Level of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檔案的描述具有多元層次的特性，層次的描述在於識別描述單元的控制層次。 

 

一般性規則 

依全宗、系列、案卷、案件等四層次，辨識檔案的架構及其特性。 

 

 

1.2 參考代碼 (Reference Code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提供被描述的檔案一個獨特的識別碼，用以區別不同的檔案。識別碼有館內識別

碼(local identifier)、典藏館識別碼(a code for the repository)、國家識別碼(a code for 

the country)。 

 

一般性規則 

館內識別碼是指檔案在典藏館內應擁有一個唯一性的識別碼，可有全宗、系列、

案卷、案件等層次的識別碼。此館內識別碼應符合各典藏館本身之規範。 

 

典藏單位識別碼是指檔案館或典藏單位的代碼，可依據國家級組織所制定的標準

提供。 

 

國家識別碼在跨國交換資料時才會需要，國家識別碼依據國際性組織所制定的標

準。例如 ISAD(G)規定，根據 ISO 3166-1 (Code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mes of 

countries and their subdivisions)的最新版本來記錄國家識別碼。 

 

範例 
全宗層次的館內識別碼：YP 

系列層次的館內識別碼：YP00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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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題名 (Title Element) 

 

目的及範圍 

即幫檔案命名，以供檔管人員與使用者識別。全宗、系列的題名通常由檔管人員

根據名稱元素與檔案特性來命名；而案卷與案件層次的題名則由檔案產生者命

名，或檔管人員根據檔案內容資訊來命名。系列的命名有時也會考慮檔案的主

題、資料類型。 

 

一般性規則 

應建立一個精確、簡短、獨特的題名，通常由名稱元素(name element)、檔案特

性所組成。若有需要，也可加上主題元素(subject element)。 

 

以最為人熟知的名稱來記錄產生者或收集者。記錄名稱時，以產生者個人或團體

所屬國家的語言呈現，或是團體所屬的官方語言呈現。若其全名在其他描述元素

(例如：行政/傳記歷史)出現，則此欄可填寫簡稱，或者當作檢索點。 

 

當人名超過一個時，產生者少於三人(含三人)，則全數記錄。產生者超過三個以

上時，紀錄貢獻最大者，或最適宜者。也可選擇將產生此資料所有有貢獻的人全

部列入。 

 

若檔案是由個人使用家族姓氏所產生、組成、累積或者使用時，要記錄家族名稱。 

 

產生檔案的組織團體超過一個以上，建立一個選擇標準來選擇其中一個名稱作為

題名。當題名僅涵蓋一個團體名稱時，其他的團體名稱則根據「產生者名稱」相

關規則紀錄。 

 

當組織團體名稱改變時，使用最後或最新的團體名稱來描述，被取代的名稱依循

「產生者名稱」相關規則紀錄。 

 

當檔案由三個或三個以上的政府單位、組織團體所產生、累積、維護及使用時，

使用檔案(record)這個字來顯示檔案的特性。當檔案由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個人或

家族所產生、累積、維護及使用時，使用文書(papers)這個字來顯示檔案的特性。

當組成一個全宗來描述時，使用集藏(collection)這個字來描述檔案的特性，這個



檔案描述內容標準(DACS)應用於中文檔案描述之研究 

 

 
附錄 3-9 

 

規則主要用於最高層次的檔案描述。 

 

也可選擇將最重要或最合適的一兩種形式列舉於題名中，其後加上「及其他(and 

other material)」。 

 

選擇明確、簡潔的詞彙來描述檔案的主題，此詞彙應反映出檔案的主要功能、活

動、商業活動、主題、個人或團體。 

 

不要以「未命名」、「雜類」等詞彙來替全宗、系列、案卷命名。 

 

案卷的命名可以直接擷取卷夾上產生者當初已寫好的名稱，而檔管人員也可適當

的予以修正，改為具獨特性、辨別度高的題名。 

 

範例 

全宗題名：楊雲萍文書 

系列題名：機關團體往來函件 

案卷題名：外國機關團體書信 

案件題名：山口屋書店所寄之明信片（1941） 

 

1.4 日期 (Date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識別與記錄檔案產生、組成、累積、維護以及使用的日期，日期的類型可概分為

四種： 

 產生日期─最小單件的創造時間，如文件最原始的寫作時間、照片的拍攝時

間等。 

 活動日期(date of record-keeping activity)─檔案被產生、蒐集、累積、保存及

使用的時間。相較於產生日期，通常用在政府機關或組織團體的紀錄上。 

 出版日期─若被描述的檔案曾被商業性地、大量地製造，就需記錄它的出版

時間、散佈時間、發布時間、核發時間等。 

 播映日期─若被描述檔案為聲音紀錄或動態影像時才需記錄。 

 

一般性規則 

描述最適當的日期，可依據產生的日期、文件維護活動的日期、出版的日期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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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日期。描述日期時可記錄一段日期範圍或單一的日期。 

 

日期以西式阿拉伯數字呈現，若找到的日期不屬於西曆，依其原本方式記錄，並

在其後括號西曆日期。記得註明特殊曆法的名稱，例如：共和黨、猶太教或者中

國的農曆。 

 

要將檔案產生或使用的最早到最晚所涵蓋的時間，用一段日期範圍記錄下來。 

 

遇到顯著或集中的日期，可選擇利用「顯著日期」或「大部分日期」(predominant 

or bulk)等詞句，將多數檔案或重要檔案所落在的日期範圍特別標出來。不可只

寫 predominant 或 bulk，而不加上一段日期範圍。 

 

若檔案組成的日期範圍有明顯的中斷，使用 predominant 或 bulk 會有誤導之嫌，

此時改用逗號標示。但若是描述案件時則須列舉日期。 

 

在所有層次中，當使用估計方式來描述檔案產生的最早及最晚日期時，需要清楚

的指出這是一個估計範圍。 

 

在記錄案卷或案件日期時，如果機構沒有估計或記載日期，使用「未標明日期

(undated)」，不可使用縮寫”n.d”或”s.d”來記錄日期。 

 

範例 

昭和 4年～民國 74年 （1929/1985） 

 

1.5 稽核 (Extent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描述檔案實體的尺寸，包含兩個部分，一種是檔案的數量尺寸，一種是檔案的類

型，應符合下列兩個原則： 

 在描述實體尺寸時不是以容量來表達就是以典藏空間來表示； 

 當有許多種不同類型的檔案時，通常使用一般或特定的類型來描述。 

 

檔案典藏單位應該建立一致的方法來描述檔案的數量。如果資料類型在題名中已

經被提到了，那麼在此項目便不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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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規則 

描述檔案實體尺寸時，使用容量、數量或者檔案類型，計算時用阿拉伯數字及較

具權威性的度量系統，除非檔案典藏單位有製作一套內定的度量系統。 

 

記錄檔案的實體數量，例如：長度、立體尺寸、單件數量、容量及容器數量。 

 

可選擇依資料類型來記錄描述單位之數量。檔案類型可能是一般的形式，例如：

文字、圖像、圖表、建築或技術圖表、動畫影像以及聲音紀錄或者其他在 AACR2

或索引典中可找到的類型。 

 

在描述實體尺寸時，強調檔案類型是很重要的。 

 

如果檔案的數量無法明確得知，記錄大約的數字並且註明是估計的結果。 

 

範例 

45公尺 

50張建築圖 

 

1.6 典藏單位的名稱與位置 (Name and Location of Repository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用來描述檔案典藏地點的名稱及位置。 

 

一般性規則 

明確的陳述典藏單位的名稱，包含任何的上級機構。 

 

提供典藏單位的位置，如果需要，包括地址及其他可聯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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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來源背景元素(Context Elements) 

 

2.1 產生者名稱 (Name of Creator(s) Element) 

 

描述檔案內容的產生、組成、累積或者維護的資訊與描述檔案本身的資訊

一樣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步驟是定義檔案產生者的身分為個人、家庭或團體。在

描述檔案產生者時，我們通常會使用產生者、作者、收藏家、藝術家、製圖家或

者其他更多不同來源的詞彙，個人與團體可能在檔案產生時扮演多重的角色。 

 

目的與範圍 

用於識別產生、組成、累積、維護以及使用檔案的機關團體、個人以及家族，依

據這個規則他們可以正確記錄，以及幫助使用者選擇合適的檢索點，方便使用者

搜尋。對於檔案資料本身，產生者可能為機關團體、家族或個人。然而，產生者

可能是對單件檔案有智能或藝術性內容的歸屬權，比如一封信的寫作人、畫作的

繪者等。資料的彙集或蒐集者也被視為創作者，例如清代抄錄月摺檔的軍機處、

整理傳包的國史館。 

 

一般性規則 

記錄產生者名稱，本規則可運用在所有層次，除非不符館方政策時。 

 

館方要有獨立的權威檔系統，為個人、家庭及組織團體建立符合名稱權威形式的

權威檔。 

 
範例 
楊雲萍 

七星郡役所 

 



檔案描述內容標準(DACS)應用於中文檔案描述之研究 

 

 
附錄 3-13 

 

2.2 行政/傳記歷史 (Administrative/Biographical History Element) 

     

描述檔案內容的產生、組成、累積或者維護的資訊與描述檔案本身的資訊

一樣重要，描述「行政/傳記歷史」的資訊為其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可說是描

述檔案的一部分，另外也是在權威控制系統中的重要描述訊息。 

 

範圍與目的 

此欄位的目的在於，提供參與檔案產生、蒐集、累積、保存及使用過程的機構或

人物的資訊。「行政/傳記歷史」提供出現在「產生者名稱」的組織團體、家族、

個人的相關資訊，並有檢索點的功能。 

 

一般性規則 

為每個作為檢索點的產生者填寫產生者背景，提供它的功能、活動等相關資訊，

建立獨立的權威檔。 

 

也可選擇為不是檢索點的產生者填寫產生者背景。 

 

若產生者背景被包含在檔案描述記錄內，則在描述的最高層次提供產生者背景。 

 

在描述的最高層次，提供參與整份檔案產生、蒐集、累積、保存及使用過程的組

織團體、個人或家族的歷史。 

 

可選擇在較低層次提供產生者背景，若此產生者不同於較高層次的產生者。 

 

若主要的產生者有兩位以上，且為不同的法人團體、家族、個人等，則為他們各

自建立獨立的行政/傳記歷史。 

 

在填寫所有「行政/傳記歷史」子欄位時，要解釋檔案是如何被產生、蒐集、累

積、保存及使用的。 

 

在個人或家族的傳記歷史部分，要記錄瞭解個人或家族生活、活動以及彼此關係

的相關資訊。在傳記歷史的開頭，提供個人或家族生活最具有重要關聯性的簡短

摘要，包括：名稱、日期、職業以及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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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個人所受正式教育的資訊，包括家族成員所受的教育，對於瞭解整個家族的

生活具有重要性。 

 

描述有關個人的主要職業或日常生活，或者與家族有關的活動，也指出有助於瞭

解個人或家族生活的重要活動，提供有關重要成就或成績的資訊，包括：榮譽、

勳章以及顯著的公共表彰等。 

 

在描述團體的行政歷史時，要描述有助於瞭解產生者的功能、活動，以及與其他

組織團體的關係等相關資訊。在組織沿革的開頭，可選擇提供一個簡短的摘要，

像是組織團體的設立、類型等各方面資訊，包括：設立的名稱、日期、主要功能、

活動，以及地理位置。 

 

描述組織團體設立或解散的日期及地點。 

 

描述組織團體內部的結構，以及內部結構重大變動的日期。指出此組織的上層主

管，或是有權控制此組織的單位，並描述上下關係的本質及其變動。 

 

提供此組織團體在業務上、法規上的前身及後繼者。當組織遇到合併的情況時，

定義組織團體的名稱，以及對於合併的情況做摘要性的描述。 

 

記錄在其他欄位未記載，而組織團體曾使用的官方名稱、一般熟知的通行名稱，

以及其他語言的名稱。 

 

範例 

民國 40年（1951）9月行政院令頒「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組織規程」及「臺灣省

臨時省議會選舉罷免規程」，並於同年（1951）12月 11日成立第一屆臨時省議

會，全體議員仍採間接選舉方式，由各縣市議會選出，任期二年，嗣中央為期省

議員能真正代表民意，乃修正有關法規，改由各縣市公民直接選舉並採候補制

度，任期由二年延長為三年，並為配合與第二屆縣市長選舉合併舉行，故將第一

屆延長半年，而於民國 43年（1954）6月 2日成立第二屆臨時省議會，接著於

民國 46年（1957）6月 2日成立第三屆臨時省議會。民國 47年（1958）5月配

合省政府疏遷中興新村，會址自臺北遷至臺中縣霧峰鄉。(現址位在省議會紀念

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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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內容和結構元素 (Content and Structure Element) 

 

3.1 範圍和內容 (Scope and Content Element) 

目的和範圍 

提供相關資訊來呈現檔案特性與檔案中反映的活動，讓使用者能判斷檔案潛在關

聯性，這裡的範圍與內容包含了以下的資訊： 

 描述檔案產生時的功能、活動、商業活動、以及過程； 

 描述文件形式或智能性的特徵 (例如：分鐘、日記、報告、水彩畫、紀錄片)； 

 內容日期，也就是描述智能內容或主題包含的時間範圍； 

 檔案產生的地理範圍或地點； 

 與檔案有關的主題，比如事件、人物以及組織； 

 任何能夠協助使用者評估檔案關聯性的訊息，像是完整性、地理變革、擁有

權和保管權等。 

沒有必要去區別範圍與內容，在這裡，範圍與內容被視為單一元素，而下列規範

只是列舉可以包含在此項目內的資訊類型。典藏單位應建立一致的政策及指示來

處理此欄位的細節。 

範圍內容(scope and content)的資訊可與傳記資訊(biographical information)合併成

一個簡短的摘要說明，以促進資源的檢索；但摘要說明不能作為「範圍內容」項

的替代品。  

一般性規則 

要適當的描述不同層次檔案的目的與範圍資訊。全宗層次的描述必須簡短概括主

要的內容或主題，不要條列式的列出此全宗的所有系列。在系列與案卷層次的描

述，不要重覆全宗已提到的內容，通常會以「本系列由……組成」或「本案卷由……

組成」當作描述的開頭，摘要性的解釋此層次的內容。案件層次的描述會針對一

主題或事件做更具體的敘述。 

 

如果檔案不完整，是檔案鑑定決策以外的原因造成的，要在此欄記錄差異。 

 

如果包含了相同格式的文件(例如結婚證書)，要指出文件中的資訊種類。 

 

如果資料是複製品，應該誠實告知，如果覺得很重要的話，也可指出它的重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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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範例 
全宗層次： 

本典藏文書分為四部分，一為個人手稿，如撰寫之文章草稿、詩作及歌謠、研究

心得隨筆、家庭書信、古籍抄錄、偶記短箋等稿件。從殘存的手稿可以瞭解其日

常文學創作及史學研究等活動的種種紀錄，由此可觀察楊氏讀書做學問的心路歷

程。二為楊雲萍與友人往來的信件，年代約始於昭和 4年（1929），直到民國 74

年（1985）左右。所藏之往來信件，以日治時期與文友之私人信函最為珍貴，由

此得以窺見日治背景之下文學家結社之實況及戰爭期間文壇的氣氛與變化；三為

《臺灣時報》、皇民奉公會、臺灣總督府等公文。上述信函提供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皇民奉公會、臺灣總督府情報部等單位要求文人「協力」的情況，可以瞭解

文人之處境與時代背景。因此，本藏品對於臺灣文學史或日治時期臺灣史，是十

分重要之一手資料。四為名人的手蹟，如連雅堂、胡南溟、林獻堂、賴和、陳虛

谷、金關丈夫、立石鐵臣、池田敏雄、北原政吉、西川滿、菊池寬、郁達夫，都

是第一級的重要文書。 
 
系列層次： 

本系列主要為個人手稿，分成文稿、書墨作品、詩作及歌謠、研究心得隨筆、讀

書筆札、古籍抄錄、目錄雜抄及偶記短箋，共 8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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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編排系統 (System of Arrangement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用於識別檔案的多樣組合、檔案之間的關聯性、文件排列順序。 

 

一般性原則 

運用檔案的整體性以及關聯性來描述檔案現行的編排方式。 

 

描述組成案卷或案件的順序。 

 

提供編排方面的重要資訊，像是原始順序的維護及重建、檔案管理人員所編排的

順序，或是先前產生者所編排的順序，都是了解檔案內涵的重要資訊。 

 

範例 

依臺灣省臨時省議會檔案公文業務性質分成 8大類 17個系列，分別為：總務類

4 個系列（包括總綱、人事、司法、外交）、民政類 3 個系列（包括總綱、地政、

軍警）、財政類 2個系列（包括總綱、公賣公產）、教育類 1 個系列（包括總綱）、

經建類 4個系列（包括總綱、建設、農林、交通）、主計類 1個系列（包括會計）、

提案類 1 個系列（包括總綱）、質詢類 1 個系列（包括總綱），合計 332 個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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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取用與使用元素 (Conditions of Access and Use Element) 

 

4.1 取用狀況 (Conditions Governing Access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描述檔案在檢索方面的限制，例如檔案捐贈者或典藏單位的要求，或是法定的/

管理上的需求。 

 

一般性規則 

由於法律上/契約書上的需求，需描述所有檢索上的限制，要明確列出限制的細

節，包括限制的時間範圍與日期，利用與執行檢索的歸屬權，個人或組織使用者

的聯繫資訊。如果沒有限制亦須清楚告知。 

 

或者描述「有取用限制，請與負責人聯絡」也可。 

 
範例 
開放 

有條件開放 

不開放 

 

4.2 實體取用 (Physical Access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此欄位描述因檔案實體特性(physical characteristic)、存放場所(storage location)造

成的取用限制或取用時間延遲等對於取用上的影響。這些限制資訊包括：  

 地點 (例如：寄存在其他檔案館、存放在他棟大樓的庫房)；  

 因檔案的實體狀況而影響使用； 

 基於保護原件的因素用複製品取代原件的需求。 

 

一般性規則 

提供會影響到檔案取用的實體特性或現存狀況。 

 

若典藏地點影響到檔案的取用，提供典藏地點的資訊。 

 

若因保存問題而不得使用原件，只能使用複製品，說明原因，並提供複製品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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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資訊。 
 
範例 
此系列的部分檔案因水損無法辨識。 

 
 

4.3 取用技術 (Technical Access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描述因取用技術需求產生的取用限制，像是使用設備或特定的軟硬體的需求。 

 

一般性規則 

在 1.5「稽核」若沒有很完整的描述，此項目可提供瀏覽或取得檔案的特殊設備

需求方面的描述。 

 

描述以電子形式取得檔案的技術上需求，尤其是下述特性：電腦專門為運作檔案

而設計出的模式、記憶體的容量需求、作業系統版本、軟體需求、需要或建議週

邊設備的類型與特徵、硬體(內部的修改)。 

 
範例 
資料庫與全文影像 

微捲 

 
 

4.4 重製和使用狀況 (Conditions Governing Reproduction and Use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描述複製品的版權歸屬或更多使用上的限制，比如出版。 

 

一般性規則 

依據下列規則提供相關資訊，像是有關版權以及其他取得複製品、出版和更多使

用上的狀況(例如：展覽、公開放映、廣播等)，這些資訊在取得檔案後都需要被

描述。 

 

可以以最有效的方式結合關於版權、重製、出版以及使用方面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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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版權聲明上的細節描述是未知、不清楚或複雜的，對於版權上的限制需要作

一般性的聲明。如果檔案受到版權保護，需指出版權所有者、版權到期日，以及

聯繫版權所有者或機構的資訊。如版權已到期，要明確指出不再受到版權上的限

制。 

 

關於複製品管理狀況若已在版權聲明中已完整描述，不要重複提起。 

 

註明關於檔案拷貝的限制。說明限制的細節，包含限制日期範圍、限制的權威來

源(authority)，以及拷貝的申請對象及聯絡方式。 

 

如果關於出版及其他利用方式的管理、限制已經在版權部份被完整陳述，不要重

複提起。 

 

提供所有關於出版及其他利用方式的限制資訊，不管是利用檔案的部分或全部。

說明限制的時間範圍、限制的權威來源，以及相關的管理人員及聯絡資訊。 

 
範例 
後設資料暨數位影像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臺灣省諮議會共有。 

 

此份錄音帶只能以聽取的方式獲得資訊，若要複製、引用或出版，須經過主訪者

和受訪者的書面同意。 

 

4.5 資料語言與字體 (Languages and Scripts of the Material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描述檔案的語言、字體以及符號系統等訊息，特別是當這些元素會影響到檔案的

使用時。 

 

一般性規則 

描述檔案的語言資訊。 

 

描述檔案使用的特殊字母表、字體、符號系統或縮寫字相關資訊。 

 
 
範例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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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 

 
 

4.6 檢索工具 (Finding Aids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描述所有檔案的檢索工具，並且提供這些檢索工具的形式與內容資訊，特別是當

它們可以被使用者取得時。 

 

一般性規則 

描述所有能夠提供檔案相關脈絡與內容的檢索工具。在適當性與可取得方面，包

括檢索工具的類型(例如：清單、索引、指南、年鑑等)、媒體(例如：卡片、電子

形式等)、內容(例如：通訊者的名字、主題等)，檢索工具的數量，或者其他檢索

工具的指示、任何可了解檢索工具所在地或可用性的相關資訊，以及所有可協助

評估檢索工具使用性的資訊，包括產生者本身所準備的檢索工具都是需要被描述

的資訊。 

 

提供何處可獲得檢索工具複本的資訊。 

 

如果檔案還沒有完整的被典藏單位編排與描述出來，需描述典藏單位在取得檔案

時在行政或智能控制上的相關描述性工具，以及在鑑定時可取得的資訊，例如：

文件處置期限表、移轉清單等等。 

 

若檔案相關描述或查檢工具已出版，以簡明的方式一併提供此資訊。 

 
範例 
許雪姬主編(2008)。《楊雲萍文書資料彙編目錄》。台北：中研院台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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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徵集與處置元素 (Acquisition and Disposition Element) 

 

5.1 典藏歷史 (Custodial History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描述檔案離開產生者到典藏單位取得檔案之前這段期間，檔案所有權與典藏權的

轉移，這部分資訊的重要性牽涉到檔案的真實性、完整性以及解釋性。 

 

一般性規則 

描述自檔案館取得檔案後，由檔案產生者移轉檔案的所有權、責任性、和/或典

藏、控制的資訊，在這時間範圍內的資訊對於檔案使用者而言相當重要，因為其

牽涉到了解檔案的真實可靠性。 

 
範例 
臺灣大學歷史系楊雲萍教授（1906-2000），為研究臺灣史的先驅。本名楊友濂，

第一本臺灣白話文文學雜誌《人人》創辦人之一，於日本文化學院留學時期受教

於川端康成與菊池寬，奠定其往後的創作風格。返臺後，開始投入臺灣歷史和文

化的研究，並於 1947年受聘於臺大史學系任教，在教學研究以外，對臺灣研究

之推動不遺餘力。逝世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與其家屬經過

多次洽談，商討整理楊教授留下的遺物事宜。其生前所收藏之與公家單位、民間

團體及個人間往來之各種形式文書、書信、手稿及照片等跨越日治時期中葉至戰

後的資料，按年代分別捆裝於家中，數量豐富且狀況良好。在楊教授之妻楊黃月

裡女士、其子楊恭熙先生首肯後，陸續提供相關資料交付給臺史所典藏，並透過

數位典藏計畫人員著手進行資料整理及數位化工作後開放使用。目前原件的典

藏，除存放於本所外，尚有部分保存於臺灣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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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徵集的直接來源 (Immediate Source of Acquisition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描述檔案徵集的直接來源資訊，包含徵集日期、徵集方法以及其他相關資訊。 

 

一般性規則 

在非機密的前提下，記錄檔案取得來源，以及獲取的時間、獲取方式。 

 

可選擇記錄來源/捐贈者與檔案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他任何相關且非機密的資訊

(例如：來源/捐贈的地址、機構、價格、資金來源)。 

 

也可選擇記錄取得號(number of the acquisition)，例如：登錄號或者參考代碼。 

 
範例 
入藏方式：捐贈 

入藏日期：2009-07-28 

提供者：王小明 

中介者：林大元 

 
 

5.3 鑑定、銷毀和處置 (Appraisal, Destruction, and Disposal) 

 

目的與範圍 

提供檔案鑑定、銷毀工作以及處置期限表的資訊。 

 

一般性規則 

描述檔案的銷毀或保存的資訊，提供檔案鑑定決定銷毀或保存的理由。因為不論

是銷毀或保留，都會影響到檔案的詮釋及使用。 

 

若適當的話，記錄執行此決定的權力依據。 

 

記錄鑑定/銷毀工作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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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鑑定標準包括是否有律師的手寫註解、具證據價值的重要信件、證件或抄本，這

是一般法院檔案少見的資料。 

 

此全宗檔案會保留 1920年以前的所有個案，1920年以後的選擇重要個案保存。 

 

5.4 預期增加 (Accruals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提醒使用者將會有新的檔案增加到原有的檔案中。 

 

一般性規則 

說明將來是否會有新的檔案增加，若可能的話，需指出增加的頻率及卷冊數量。 

 
範例 
此份檔案五年內會陸續移轉至本館，移轉日期為每年的 8月 1日，每年約增加 1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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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相關資料元素 (Related Materials Element) 

 

6.1 原件現存的位置 (Existence and Location of Originals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當複製品與原件不是典藏在一處時，描述可取得原件的位置。 

 

一般性規則 

如果此份描述紀錄所描述的是複製品，且原件位於他處，則提供原件的存放地點。 

 

若不是機密文件，可記錄典藏原件的個人或機構的地址或其他聯繫資訊。 

 

記錄所有能幫助找到原件的識別號。 

 

若無法得知原件位置時，也說明此情形。 

 
範例 
原件典藏在中研院台史所。 

 
 

6.2 複製品現存的位置 (Existence and Location of Copies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若檔案的複製品可供取用(不論是館內使用、租用、購買或線上開放等)，則在此

欄位說明它的存在、存放場所，以及可用性。但並不適用於複製品典藏於私人或

僅供私人使用的狀況。 

 

一般性規則 

如果完整的複製品或者部分是可以在同一個機構取得時，記錄複製品的媒體形

式、存放位置、識別碼、任何取用條件的資訊。如果僅有一部分的複製品可取得

時，要指出是哪個部分。如果取得的方式為透過遠端存取(電子檔或其他)，提供

取用的相關資訊。 

 

若可以，則提供不同版本(generations)的區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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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完整的複製品或部份是可以在其他機構取得，而複製品對於原典藏單位的原

件保存很重要時，記錄相關資訊，包含典藏複製品單位的聯繫資訊。 
 
範例 
日記只能以微縮的形式，在館內閱覽。 

 
 

6.3 相關的檔案資料 (Related Archival Materials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指出與被描述物件相關的物件，例如同出處、相同主題、因相同活動而產生的檔

案。不論其存放地，均可填寫。 

 

一般性規則 

如果與檔案有直接且重要的關聯時，提供標題、存放地點、參考代碼等具有關聯

性的相關資料。 
 
範例 
許雪姬，1994〈費邁克資料介紹〉，《臺灣史研究》1(1)：117-131。 

 
 

 

6.4 出版註 (Publication Note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提供任何與此份被描述檔案之使用、研究或分析相關之出版品，或者以此份被描

述檔案之使用、研究或分析為基礎所出版之出版品。 

 

一般性規則 

記錄與此檔案有關或根據此份檔案而進行研究、分析、使用的出版品，包括已出

版的摹本或翻譯本(facsimiles or transcriptions)。提供充分的資訊來說明出版品與

物件之間的關係。這裡包括有註解的版本。 

 
範例 
許雪姬主編(2008)。《楊雲萍文書資料彙編目錄》。台北：中研院台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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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註元素 (Notes Element) 

 

7.1 附註 (Notes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描述無法填入其他欄位，卻又需要著錄資訊。 

 

一般性原則 

記錄不適用於其他欄位的資訊。 

 

描述任何特定的保存條件。 

 

若資料為電子形式，記錄移轉至檔案典藏單位後，轉置或邏輯格式化的細節。指

出所有相關文件的位置。與數位化相關的資訊，則描述於 6.2「複製品現存的位

置」。 

 

描述較偏好的引文類型。 

 

在案卷或件的描述層次，使用附註來描述所有重要的數字資訊，例如 ISBN。 

 
範例 
引用時請註明: 題名(識別號)。查檢日期。資料庫名稱。檢索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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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描述控制(Description Control Element) 

 

8.1 描述控制元素 (Description Control Element) 

 

目的與範圍 

此欄位是用來記錄檔案描述資料的建立及修訂。這包含了四個面向：參考來源、

依循標準、著錄人員、著錄時間。建立一致性的政策來處理此欄位的內容、形式，

以及引用來源的位置。 

 

一般性規則 

記錄在建立(或修訂)時所參考的資源。 

 

記錄在建立時遵循的國際、國內或典藏館的規範。 

 

記錄編目(或修訂)人員的姓名及時間。 

 
範例 
編輯者：王小明 

編輯日期：2009-07-28 

審校者：林大元 

審校日期：2009-08-28 

著錄標準參考 Description Archives: Content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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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檢索點的選擇 (Choice of Access Point) 

檔案檢索點的介紹 

 

第九章  檢索點(Access Point) 

  

檢索點的意義在於提供查詢、辨識和定位檔案描述資訊，亦包括權威紀錄。

其形式名稱、詞彙、關鍵字、片語或代碼。由於檔案資訊重視其產生來源，因此，

檔案紀錄及其因執行活動或業務所產生、積累或維護的個人與組織之間的來源資

訊，是檔案描述時重要的檢索點；即產生檔案的個人、家族或機關團體。檔案權

威紀錄類似圖書館的權威紀錄，皆可作為控制詞彙之檢索點。故可作為區辨來源

資訊，又可作為主題內容的地理名稱，亦是檔案重要檢索點。而檔案內容涉及的

主題，若能加以判斷與選用，亦可作為檔案資訊的檢索點。 

 

檢索點的選擇與多元層次檔案描述，原則上各層次單元描述資訊必須符合該

層次的特性，因此，檢索點的選用要從高層次往較低層次依序處理，且不應在低

層次重複高層次的描述資訊。 

 

綜合前述，就中文檔案描述而言，檢索點的選擇可以有個人、家族、機關團

體等檔案產生者的名稱，以及空間概念的地理名稱，和檔案中重要事、物等主題

內容詞彙。 

 

9.1 個人名稱 (Personal Names) 

 

目的與範圍 

主要依據檔案來源原則，描述因執行個人活動而產生、累積或維護文書的個人。 

 

一般性規則 

一般而言，選擇個人標題的基礎，是依照較為熟知的名稱，可能是個人的原名、

筆名、頭銜、暱稱、姓名的首字母或者其他的稱號，運用羅馬數字組合成為名稱 

(像是教皇、皇室成員及神職人員等)以當作名稱的一部分。 

 

決定哪個名稱最為一般性可依據以下的資源去定名： 

1. 在出版品中出現最為頻繁的名稱； 

2. 在檔案描述中出現最為頻繁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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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參考資源中出現的名稱； 

4. 最後的名稱。 

 

 

9.2 家族名稱 (Family Names) 

 

目的與範圍 

主要依據檔案來源原則，描述因執行家族活動而產生、累積或維護文書的家族。 

 

一般性規則 

家族的標題由家族的姓氏以及「家族」這個詞彙所組成。 

 

針對被描述的家族頭銜，要依據款目規則產生家族名稱的標題並且用本國語加入

「家族」這個詞彙。 

 

若要區分同樣的姓名，可加入其他姓名以及識別款目，來區分識別性的標題，依

據以下順序： 

 名字； 

 榮譽的頭銜； 

 姓名的附加內容； 

 家族的地理位置； 

 個人的主要職業； 

 個人的出生日期、死亡日期。 

 

 

9.3 機關團體名稱 (Corporate Body Names) 

 

目的與範圍 

主要依據檔案來源原則，描述因執行機關業務而產生、累積或維護檔案的機關團

體。 

 

一般性規則 

直接在識別名稱底下加入機關團體名稱，除非當規則在更高，或者具有關連的組

織團體名稱(或政府的名稱)底下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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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哪個組織團體名稱最適當要依據以下資源並且依照優先順序： 

1. 當組織團體使用他們的語言出版刊物所呈現的名稱； 

2. 在參考資源中有呈現的名稱； 

3. 在組織團體文書中呈現的名稱； 

4. 與行政文書相關的檔案描述中所呈現的名稱； 

5. 在其他檔案中呈現的名稱。 

 

 

9.4 地理名稱 (Geographic Names) 

 

目的與範圍 

地理名稱是用以區分同樣名稱的組織團體；當作其他組織團體的附加內容(例

如：會議名稱)；或是檔案內容涉及的空間性議題。 

 

國別、州省、縣市等轄屬層次區分。 

地理區域重劃(名稱改變) 

 

一般性規則 

從地理名稱權威檔中選擇合適的地理名稱。 

 

當檔案有提到一重要地理名稱或者此地理名稱是檔案中的重要資訊，則可以使用

地理名稱檢索點。 

 

可以從題名、範圍和內容、檔案產生者、檔案組成清單擷取地理名稱的檢索點。

雖然系列、案卷、案件層次都可適用，但最好用在系列層次。 

 

 

9.5 主題 (Subject) 

 

目的與範圍 

除上述個人、家族、組織團體等產生者的相關檢索點外，處理關於內容中涉及的

人、事、時、地、物等主題性檢索點，包括地理名稱、原住民部落、番社等。以

提供標目或權威紀錄供使用者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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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規則 

從索引典中選擇合適的主題詞。 

 

在系列層次，可以從題名、範圍和內容、檔案產生者、檔案組成清單擷取檢索點。

在案卷與案件層次，也很適合做主題詞，但並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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