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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存後設資料項目建置 

為建置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館藏數位檔案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必

須先對館藏數位檔案的相關資訊徹底了解，方能依照檔案特性及館方保

存工作需求，規劃應納入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 

本章將詳述深入訪談近史所檔案館的過程，由介紹近史所檔案館的

數位檔案開始，切入檔案館檔案數位化流程、數位檔案的後設資料、保

存策略及方法等，接著，以第四章的比較結果為基礎，進行檔案館數位

檔案保存後設資料的需求分析，最後提出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建議，並

討論相關議題。 

第一節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數位檔案簡介 

為了解近史所檔案館館藏數位檔的概況，解答數位保存及後設資料

相關問題，筆者除瀏覽近史所檔案館網站、中研院後設資料工作組網

站、請教檔案館莊樹華主任及負責檔案數位化工作的張凱達先生外，並

親自拜訪近史所檔案館，實地了解檔案數位化及儲存的工作流程。 

本研究原本設定的訪談對象中，還包括中研院後設資料工作組的人

員，希望能藉以了解規劃外交檔案後設資料的過程及經驗。但中研院後

設資料工作組人員了解本研究的目的後表示，檔案館後設資料多來自原

有的目錄，當初僅協助將其項目與 EAD 做 mapping，實際互動不多。經

詢問檔案館人員，亦得到相同答案。因此，本研究的訪談全以檔案館人

員為對象。 

壹、館藏數位檔案類型、數量與儲存 

一、數位檔案類型與數量統計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典藏內容包括清代以來外交部門檔案、經濟部

門檔案、個人及團體捐贈資料、院史資料、二二八事件資料及中外地圖

等。長久以來，近史所檔案館庋藏的外交與經濟檔案，是史學界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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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公認為研究清末民國時期外交、財經方面最具權威的重要史料，數量

龐大，利用頻率也相當高。 

為了避免原件或因天然災害、或因過度使用而毀損，近史所檔案館

除將重要檔案製成微縮外，並於 1997 年起亦開始進行檔案數位化典藏，

製作數位化複本，更希望透過網路的傳輸及影像利用的權限控制，節省

管理檔案的人力，並透過標準化的後設資料（Metadata）訂定，促進館際

之間的聯合檢索或交流長久保存史料。2000 年底，中研院開始推動數

位典藏計畫，檔案館以館藏最珍貴的外交檔案（1860-1928）與經濟
檔案參與該計畫，預計於五年內逐步進行。由表 5-1 可看出檔案館

已完成或正在進行的計畫及成果。 

表 5-1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藏數位檔統計 

計畫名稱 資料內容 時間 執行進度 數位主檔規格 資料數量 

影

像

檔

外交檔

完成，

經濟檔

日產

2,000
頁 

24bit全彩／
300dpi／TIFF
不壓縮 

1,136,000
頁，

28,110GB 

近代外交經

濟重要檔案

數位典藏 

總理衙門

(1860-1900) 
外務部 
(1901-1911) 
外交部

(1912-1927) 
實業部 
(1930-1937) 

2001/1 
至

2005/12

目

錄

檔

三校 
Excel 2000格
式 xls檔 

278,300筆 

影

像

檔

完成 24bit全彩／
150dpi／JPEG 
75%品質壓縮 

專賣局影像

2,563,570
頁，總督府

公文類纂影

像 2,824,791
頁，合計

13,000GB 

日治時期台

灣總督府公

文類纂、專

賣局檔案數

位典藏 

台灣總督府

公、專賣局

檔案    
(1896-1945) 

1997/7 
至

2002/12

目

錄

檔

完成 Excel 97格式
xls檔 

 

近代經濟部

門檔案數位

典藏 

商部    
(1903-1906)
農工商部

2002/11
至

2002/12

影

像

檔

完成 24bit全彩／
200dpi／JPEG 
75%品質壓縮 

129,374頁，
72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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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1911)
工商部

(1912-1913)
農商部

(1913-1928) 

 目

錄

檔

完成 Excel 2000格
式 xls檔 

1,801筆 

影

像

檔

完成 24bit全彩／
150dpi／JPEG 
75%品質壓縮 

979,559頁，
1,160GB 

實業部、經

濟部商業司     
(1930-1949) 

1998/7 
至 

2001/12

目

錄

檔

完成 Excel 2000 格
式 xls檔 

19,517筆 

影

像

檔

完成 1bit黑白／
300dpi／G4
壓縮 

452,583頁，
26GB 

戰後台灣經

濟檔案

(1960-1968) 

1997/6 
至 

1997/9

目

錄

檔

完成 Excel 2000格
式 xls檔 

38,653筆 

影

像

檔

日產

1,000
頁 

1bit黑白／
300dpi／G4
壓縮 

257,293頁，
17GB 

經濟部訴願

委員會

(1957-1990) 

2003/4
至今 

目

錄

檔

一校 Excel 2000格
式 xls檔 

50,447筆 

影

像

檔

日產

1,000
頁 

24bit全彩／
300dpi／JPEG 
75%品質壓縮 

59,000頁，
68GB 

 

國際經濟合

作發展委員

會        
(1963-1973) 

2004/2
至今 

目

錄

檔

一校 Excel 2000格
式 xls檔 

9,611筆 

私人及民間

團體捐贈資

料數位典藏 

李國鼎先生

多媒體資料

(1914-2000) 

1997/9 
至今 

影

像

檔

後續整

編中 
檔案影像檔：

1bit黑白／
300dpi／G4
壓縮 

照片影像檔：

24bit全彩／
600dpi／TIFF
不壓縮 

檔案 569,151
頁，照片

3,622頁，合
計 42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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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錄

檔

三校中 Excel 2000格
式 xls檔 

44,058筆 

影

像

檔

進行中 24bit全彩
/300dpi /TIFF
不壓縮 

26,789頁，
670GB 

雷震等人影

像資料

(1733-1998) 

2002/11 
至今 

目

錄

檔

進行中 Excel 2000格
式 xls檔 

6,591筆 

影

像

檔

完成 24bit全彩
/300dpi /TIFF
不壓縮 

38,725頁，
968GB 

 

名人日記手

稿        
(1929-1998) 

2002/9
至

2003/2

目

錄

檔

進行中 Excel 2000格
式 xls檔 

2,630筆 

製表日期：2004 年 6月，資料來源：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 

數位化工作的成果，除了表中所見到的數位主檔外，尚有許多

為不同目的而產生的備份檔，且各有各的規格。依檔案館的實體館藏

來看，未來逐步進行數位化後，會產生許多不同格式／型態的數位化檔

案，除了現有的影像、目錄資料檔外，聲音、影片、多媒體等型態的數

位檔也會逐步出現。因此，設計保存後設資料時，須考量未來檔案型態

的多元化發展。 

截至目前，數位檔案扮演的是原件複本的角色。然而，資源有限，

近史所已考慮在部分檔案完成數位化後，銷毀檔案原件。如此一來，數

位檔案就不再只是複本，而具有原件的地位，是否能妥善保存、維持真

實性並提供使用，將是檔案館的重要課題；即使原件未銷毀，投入大量

人力、經費所製作的數位檔案若因保存不善而無法提供使用，也是資源

的浪費。因此，利用保存後設資料協助保存工作，實有其必要性。 

二、數位檔案的儲存 

目前全面的影像檔有影像 3,652,100 頁（不含台灣總督府檔案），影

像容量 31,133GB，目錄 451,600 筆，影像頁並以每天四千頁以上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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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度增加中，預估未來產出速度會再增加。由於已意識到載體的不穩定

可能造成資料流失，館方採取的方案有二： 

（一） 一式兩份、異地儲存 

利用不同載體、甚至網路儲存，分散風險。例如，所製作完

成的數位化影像檔案除燒錄光碟、磁帶儲存於檔案館庫房

外，並透過網路傳輸，轉存於計算中心的主記憶體（Main 
Storage Server）內。  

（二） 載體保存環境的控制 

根據載體廠商建議或相關標準，提供較標準更嚴密的環境，

確保載體品質。 

雖然載體不斷推陳出新，檔案館並不擔心未來載體相容性的問題，

因為目前所採用的是相容性極高的市場主流產品；但館方同意，由於載

體內資料因無法目視而可能有未能察覺的流失情形。因應之道，目前館

方採取備分及更換載體兩者雙管齊下的策略，尤其是更換載體，在資料

轉存之際，可確定資料仍存在載體中，還能同時克服載體可能毀損的問

題。 

至於更換載體的時程，館方期望能訂出時間表，但有實際上的困

難。以光碟為例，若以業者宣稱的使用年限為準，檔案館目前尚不需要

面對使用期限將屆的問題；但為防患未然，館方會以較為保守的時間估

計，進行重新讀取作業，確保資料內容仍存在載體中。 

貳、檔案數位化流程  

近史所檔案館自 1997 年起開始檔案數位化工作，累積數年經驗，至

今已完成數項計畫，並持續進行中。以「近代重要外交經濟檔案數位典

藏計畫」為例，數位化製作過程大致可分為下列階段（見圖 5-1）： 

一、 檔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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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已按全宗、系列、冊層級作好整編的原檔案，逐冊拆

卷、編寫每冊文件號及每冊文件之流水編號。  

二、 檔案目錄建置 

由檔案館影印每冊的檔案目錄，挑選 Metadata 中的基本欄

位，委外依照規範製作，採 Excel 格式建檔，完成一校一改
後交還檔案館。 

三、 檔案目錄校對 

一校稿完成後，由檔案館負責人員合併、調整電子檔列印目

錄，進行二校。二校人員須根據相關規範配合檔案原件進行

目錄校對，並註記收發欄中人名、機關等相關資訊，以利後

續權威控制作業。 

四、 權威控制 

由於外交檔案原始文件收發者多只註記簡稱、職銜，為方便

使用者查詢，必須對文件人名、地名作權威控制之加值。 

五、 數位影像製作 

數位影像製作採招標委外作業，廠商將機器設備進駐近史所

檔案館，進行掃描工作，同一宗檔案只能於同一部機器處

理，以避免錯誤。影像掃描存檔後，交由後端裁切人員裁

切、存檔。 

六、 影像檢驗 

廠商完成初步數位影像製作後，須作預檢，再交由檔案館進

行全數查核，廠商更正錯誤後，檔案館再進行複查，複查時

採十分之一影像抽驗。 

七、 圖文比對及影像備分 

檢驗修正後影像，以宗為單位，儲存於 100G 抽取式硬碟交
付館方資訊人員，製作一式兩份的磁帶備分，一份存於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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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一份存於計算中心。廠商並同時提供 JPEG 影像以硬碟
交付館方，俟檔案館完成三校目錄後，進行圖文比對。 

數位化製程中基於專業分工需要，目錄與影像往往採分別製

作。數位影像的命名原則通常由館藏號而來，故檔案目錄中

的館藏號資訊一方面是影像掃描製作的依據，另一方面則是

影像備分及系統整合時的校正依據。 

檔案館以「件」為單位進行圖文比對，每一筆目錄應產生一

筆該件的影像檔。圖文比對後，由檔案館人員更正錯誤影像

檔名，上傳計算中心主機後交還廠商燒錄光碟。 

八、 建立電子資料庫 

外交檔案Metadata經檔案館與Metadata小組協商並比對 EAD
款目後，完成Metadata需求規格書，並由計算中心開發著錄

系統。外交檔案分為全宗、系列、卷、件四層著錄格式。 

九、 網站建置、系統開放 

檔案館建置網頁，提供外交檔案數位典藏之相關文件及規

範，並與計算中心合作開發管理、檢索系統。 

從上述流程可以看出，「檔案目錄建置」、「數位影像製作」是影

像檔及目錄資料檔的產生階段，「影像備分」是保存工作的一環，可視

為數位影像檔更動史的一部分。此三者會直接影響影像檔及目錄資料

檔，許多保存後設資料會從這三個階段產生，其過程相關資訊應予記

錄。另外，製程中所參考的各項規範，也可以從中擷取出保存後設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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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數位檔案的後設資料 

以前述外交檔案為例，由原本的檔案目錄挑選出來、針對檔案內容

分析出來的後設資料項目，分成四個著錄層次︰全宗、系列、卷、件，

這些項目的功能類型，大部分是描述（Descriptive）或行政管理

（Administrative）性質，僅一、兩項具有保存（Preservation）功能。1 

至於有關製作過程或技術方面的保存後設資料，館方表示，目前在

數位影像檔案在製作過程中可由系統產生部分後設資料，分為兩個層

次。在 file層次，也就是每一筆紀錄中會包括檔案產生日期、檔案大小、

備分日期、邏輯結構（即 file 與實體檔案的對應）及修正紀錄等，一個

file會對應到一筆紀錄，也就是實體的一頁。 

另外一個是批次層次，針對一批檔案做一次性的描述，有些在製作

過程中產生，有些則是後來加上的，包括影像規格、描述、時間等。 

檔案

整理 
檔案目錄

建置 
權威

控制 

數位影

像製作 
影像

檢驗 
圖文比對及

影像備分 

建立電子資料庫 網站建置、系統開放 

圖 5-1 近史所檔案館檔案數位化流程， 

資料來源︰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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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數位檔案在保存過程中的相關資訊，目前僅有零散資訊，沒有

格式化紀錄，且有待匯整。例如，有些操作過程，有固定程序，但並未

文字化；或是某些作法，散見在館內各同人處；或是有不同製作時的紀

錄、說明檔等。這些資訊的確有必要加以整合。 

另外，關於數位影像檔案真實性及完整性認證的問題，目前館方以

提供浮水印的方式施行，目的僅在於證明此影像檔為中研院近史所檔案

館所有，而非為防範使用者修改、變造，因為實體檔案仍存在館中，不

擔心遭使用者質疑。但放眼未來，若檔案原件因種種因素而不再存在，

影像檔可能不再只是數位備份，影像檔真實性認證將成為重要課題。 

館方強調，保存後設資料的重要性雖無庸置疑，但不應只著眼於滿

足「未來的需求」，而不考慮資源面的限制，畢竟未來的需求只是預

估，仍可能變動，而資源有限，因此應考量需求合理性，配合資源限

制，以「最短時間內能應用」為目標。 

肆、數位保存策略及方法 

許多領域的學者專家都同意，要長久保存數位資源並提供使用，除

了備份及提供嚴密控制的保存環境外，最難以克服的困難，莫過於因為

資訊科技快速改朝換代而使得數位資源難以再讀取使用。為了解決這個

問題，已有許多方法被提出，包括印出紙本、採用標準、保存原有產生

軟、硬體環境、轉置及技術模擬等，其中以轉置及技術模擬最受普遍認

同。 

目前，近史所檔案館的數位檔皆是採用市場主流產品製作、儲存，

由於產生年限尚短，除了製作備份、異地儲存、嚴密控制保存環境外，

檔案館也已經意識到未來長久保存可能遇到的困難，亦開始規劃進行數

位資料的保存策略，如保存紙本目錄、保存原有產生軟、硬體設備及定

期作資料轉置，描述如下。 

一、 保存紙本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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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館指出，電子目錄係將原始檔案之摘錄及描述數位化，並

加上嚴謹的校正、考證及補充等功夫，非為簡單之機械式數位產

出，且為檔案館工作人員多年辛苦之成果，若因為數位保存出了差

錯，造成資料流失，損失將難以彌補。檔案館於產出近百萬筆目錄

資料之際，對目錄資料的保存策略特別重視。因此，檔案館正進行

對三校確認之電子目錄，進行紙本保存作業之評估。 

檔案館藏的每一個全宗，依不同分類層級建立各層級的後設資

料，最低層級的冊或件目錄，由於資料量龐大，館方會先挑選後設

資料中的基本欄位後，採 Excel格式建檔，轉入後設資料格式後，再

批次補填共通性欄位。目錄建置的校對過程亦以基本欄位為主，校

對完成後，館方會印出一分以最低層級為單位的基本欄位紙本目

錄，一方面彌補目錄建置後匯入系統的空窗期，再者可讓部分尚未

習慣電腦操作的使用者利用紙本目錄查詢，更重要的是，列印出來

的紙本目錄可扮演電子目錄備份的角色，若未來發生電子檔毁損的

情況，可憑藉紙本資料，由人工繕打，或經由光學字元辨識系統

（OCR）的全文辨識，將紙本載體之檔案目錄再轉為電子目錄。 

不過，此一策略最大的困難在於目錄筆數龐大，動輒數十萬

筆，列印數量可觀；且 Excel 格式各項資訊以欄位區隔，勢必降低

OCR 辨識效果。因此，館方擬以最低的冊或件層級，挑選 Metadata
的基本欄位，轉成格式單純之純文字檔，再分筆列印保存，做為未

來透過 OCR 轉換成電子目錄的基礎。至於如何改進技術以節省列印

紙張成本，則需更進一步研究、評估。 

二、 保存原有軟、硬體之數位化生產設備 

1980 年代個人電腦成為處理各類型式資料之工具後，電子資料

保存載體經過不斷發展，已有許多不同技術的產品問世，如 5.25 吋
軟式磁片、3.5 吋軟式磁片、MO 磁光碟片、一次或可覆寫式 CD 光
碟、一次或可覆寫式 DVD 光碟、硬式磁碟、磁帶等等。隨著儲存媒
體的改變，設備亦隨之汰換更新，有些型式的儲存載體，已不易由

目前的電腦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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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館處理電子檔的原則，除因不同階段備分於各式載體外，

在工作同仁的硬碟中始終保存一分，當某一載體漸被其他載體取代

時，立即進行轉存。另為安全起見，館方對已經稀少使用的保存媒

體，均保存一套可讀取之周邊設備以備安全。例如 5.25 吋軟碟機、
MO磁光碟機目前皆極少使用，但均列入保存。 

至於軟體部分，在 Microsoft Word 文書處理軟體之前，檔案館

曾使用過慧星、天蠍星等 MS-DOS 作業系統下之文書軟體，唯由於
改變作業系統及文書軟體之際，均已將舊系統所建之電子資料，轉

置為現今作業系統及相關軟體可操作之電子檔，故並未保存 DOS 時
代的舊版軟體。 

三、 保存載體定期讀存或轉置 

目前無論電子文字檔或影像資料，檔案館所採用的儲存載體除

硬碟外，還有 CD、DVD 及磁帶。由於影像檔容量十分龐大，館方

利用一卷 100GB或 200GB的磁帶保存高階原始檔，0.6GB的 CD 及
4.5GB 的 DVD 光碟，則用以保存中階原始檔及壓縮後容量較小的影

像檔。這些資料製作完成後，大多以離線方式（off- line），依各類

載體所需保存環境條件保存，如磁帶保存除需控制溫濕度外，必須

防止消磁，三年左右需重新轉帶等。 

由於檔案數量龐大，從影像製作完成到匯入系統，有時長達兩

年以上。當這些離線的電子資料一旦要匯入系統時，勢必要進行讀

取動作。換言之，將電子資料重新匯入系統，亦即對已保存兩年以

上的載體，作讀取安全的再確認。故近年來檔案館雖未訂定明確之

保存媒體定期讀存或轉置時程表，但實務上鮮有製作完成的保存媒

體，已達三年以上未被使用的紀錄。 

當然，隨著數位化產生的電子目錄及影像檔，逐步校改完成，

甚或已匯入資料庫系統的數位檔，檔案館計畫針對這些相對穩定、

幾不改動的保存載體，訂定更明確的定期轉置作業程序，以期永久

妥善保存所有的數位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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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近史所檔案館目前已掃描完成三百多萬頁的數位檔、近五十萬筆目

錄資料，這些數字，不僅意味著大批經費的投入，也是許多人心血與時

間的累積，若未能長久保存、提供使用，殊為可惜。經過訪談與實際了

解工作流程，發現檔案館的做法雖然未臻完備，但檔案館已意識到數位

檔長久保存的問題，正擬定計畫，並擬採用本研究之成果協助未來的數

位保存工作。了解檔案館藏數位物件的性質、數量、產生過程及檔案館

所採行的保存方法，將成為分析相關的保存後設資料的重要基礎，也可

以看出檔案館對保存後設資料的部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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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設資料生命週期作業模式 

為嘗試建立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之保存後設資料項目，本研究仿照

中研院後設資料工作組提出的「後設資料生命週期作業模式」逐步進

行。為滿足國家數位典藏計畫的需求，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所研

發的後設資料生命週期 (metadata lifecycle，見圖 5-1)，以系統化方式進行

內涵分析、後設資料的應用，以及計畫管理等多層功能，步驟如下︰2 

一、 需求訪談； 

二、 工作表單說明與填寫； 

三、 計畫需求與屬性分析； 

四、 計畫相關標準觀察與分析； 

五、 回填工作表單的初步分析資料； 

六、 標準比對、評估、採用及調整分析與建議； 

七、 metadata需求規格書； 

八、 metadata系統評估； 

九、 採用或研發系統雛形及測試； 

十、 使用指引與範例的製作； 

十一、 metadata服務； 

十二、 metadata作業評估。 

在需求訪談之前，已針對 RLG、Cedars、NLA 及 NEDLIB 的數位保

存計畫進行了解，並對提出的保存後設資料進行分析與比較，列出共同

及必要項目（見第四章）。在建立明確概念、找出核心項目後，才開始

進行需求訪談及後續步驟。 

在需求訪談、分析階段，共拜訪近史所檔案館五次，訪談對象包括

近史所檔案館主任及負責數位典藏計畫的工作人員，另外還有 e-mail 往
返。在此期間，除深入探究檔案館的數位館藏、數位保存工作、數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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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外，並針對檔案館館藏特性，討論所需要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且

根據不同的數位檔型態，進行逐項討論，並決定適當的描述層級。 

為從不同角度深入了解近史所檔案館數位檔的後設資料，本研究原

設定要訪談參與後設資料規劃的後設資料工作組成員。但後設工作組表

示，對於近史所檔案館後設資料的規劃參與不多，僅協助其與 EAD 之對
照，對本研究幫助不大。經詢問檔案館人員，亦得到相同答案，因此本

研究訪談對象，僅限於近史所檔案館人員。 

訂出所需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及描述層級後，著手進行保存後設資

料需求規格書的撰寫，對每一個項目應涵蓋內容做詳細的規範與說明，

再與館方進行確認與討論。 

由於本研究目的在於建置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之保存後設資料項

目，不涉及系統的設計、測試，因此將只進行到生命週期的第七階段。

但為求研究結果完整，將選擇部分檔案館數位檔為標的，以建議的保存

後設資料項目進行試填。 

 

 圖 5-2 後設資料生命週期作業模式 

資料來源︰中研院後設資料工作小組網頁，
http://www.sinica.edu.tw/~metadata/sitmap/sitemap-frame.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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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存後設資料需求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近史所檔案館的保存後設資料需求，本節將根據前述

有關檔案館數位物件及產出流程的調查結果，加上第四章所提出四種保

存後設資料的比較，提出「保存後設資料需求分析表單」（見表 5-2），
與館方人員進行逐項討論。 

表 5-2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保存後設資料需求分析表單 

描述層級 

項目 
全宗 系列 件 影像頁 

識別號     

建立日期     

更動歷程 

-物件產生 

--實體類型     

--實體編號     

--產生者     

--操控主機作業系統     

--產生設備     

---設備細節     

-保存期間更動史 

--處理過程名稱     

--程序     

--日期     

--負責單位     

--結果     

建立原因     

相關其他物件（間接關係）     

相關實體版本（直接關係）     

認證資訊 

-數值     

-計算方法     

取用、操作環境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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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     

-軟體     

-周邊設備     

-作業系統     

物件格式 

-格式名稱     

-格式版本     

-複雜物件組成     

在討論之前，筆者與館方人員先釐清下列問題： 

一、 對保存後設資料的定位 

對近史所檔案館而言，數位保存並非全新的業務，原有的後設

資料雖不能滿足保存工作的需求，但不需要像 Cedars 一樣，以輔助
新建的數位檔案館為目標，把檔案館保存業務流程衍生出的所有訊

息都納入保存後設資料範圍內。因此，館方和 RLG、NLA 一樣，認
定保存後設資料的功能為「協助保存決策的制定及執行」，範圍則

限制在「保存數位檔所必需的相關資訊」，以技術規格方面資訊為

主，沒有直接關聯者不納入，與原有保存後設資料重複者，除少數

項目外，亦不再重複描述。 

二、 對主檔的定位 

由前述檔案數位化流程可知，由於影像檔的圖像檢驗、圖文比

對過程繁複，且其中的修正不涉及內容，僅有檔名的修正，經與館

方研商，本研究將以完成三校後的數位影像檔及目錄資料檔做為保

存主檔，記錄其保存後設資料，相關備份的產生過程，記錄在主檔

的「保存期間更動史」中。 

三、 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詳細程度 

由於檔案館的數位館藏除影像及 Excel格式的目錄資料檔外，尚

有聲音、多媒體等格式數位檔，原件轉換成數位檔的方式也包括掃

描、拍攝、錄音、人工輸入等；在這樣的情況下，希望能設計出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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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彈性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可應用於格式及產生方法多元化的數

位檔，但這套保存後設資料項目最好不要太過複雜，否則將形成沉

重的負擔。為讓討論過程單純化，因此以影像檔為起點，探討各保

存後設資料項目的適用性及描述層次，再討論其他格式數位檔案是

否也同樣適用。 

逐項討論過程說明如下︰ 

（一）介紹每一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定義及重要性，若有必要，項

目名稱應做修正，使其明確易懂； 

（二）針對每一項目，決定是否適用於某種格式之數位檔，以及應

包含的資訊內容； 

（三）決定適用的描述層次。 

討論完畢後，可以看出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的後設資料需求分析結

果如表 5-3所示。表中註明《新增》者，為原需求分析表所無、館方認為

有助益者；有雙刪除線的項目，是館方認為沒有需要而刪除者；項目名

稱異動，則分別以雙刪除線及黑體字配合呈現。由於內容數位檔及目錄

資料數位檔性質有些微差異，描述層次略有不同，但大部分保存後設資

料項目相同，為展現整體性，因此並列在同一表格中，內容數位檔適用

的描述項目及層次以「△」表示，目錄資料數位檔則以「◎」表示。 

表 5-3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保存後設資料需求分析結果一 

描述層級 

項目 
全宗 系列 影像頁 

批次單位 《新增》   △    

識別號   △ ◎   

建立日期   △ ◎   

更動歷程 

-物件產生階段 

--實體類型   △ ◎   

--實體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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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產生者   △ ◎   

--操控主機作業系統   △ ◎   

--產生設備   △ ◎   

---設備細節       

--製作參數《新增》   △ ◎   

--存檔格式《新增》   △ ◎   

-保存期間更動史 

--處理過程名稱   △ ◎   

--原因《新增》   △ ◎   

--程序   △ ◎   

--完成日期   △ ◎   

--負責單位（處理人員）   △ ◎   

--結果   △ ◎   

--備註《新增》   △ ◎   

建立數位化原因 △  △    

物件格式 

-檔案類型《新增》   △ ◎   

-格式名稱   △ ◎   

-格式版本   △ ◎   

-複雜物件組成       

相關其他物件（間接關係）       

相關實體版本（直接關係）   △ ◎   

儲存資訊《新增》 

-載體形式《新增》   △ ◎   

-內容檔數量《新增》   △    

-檔案容量《新增》   △    

-目錄資料筆數《新增》     ◎  

-單筆目錄資料容量《新增》      ◎ 

認證資訊 

-認證機制     △  

取用、操作環境 

-特殊硬體   △    

-特殊軟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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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設備   △    

-作業系統       

需求分析說明︰ 

一、 描述層次︰經過逐項檢視，發現大部分項目在系列層級描述即

可，僅極少數項目須在件層級描述，但這些項目的內容是可以

直接由系統自動產生的，人力負擔大為減輕。另外，檢視所有

數位檔時發現，雖然同一系列的數位檔的保存後設資料具有相

同屬性，但某些大規模系列進行製作時曾分批處理，因此把

「系列」層級更名為「批次」層級，較符合實際狀況。 

二、 新增項目 

（一） 批次單位︰由於系列層級的內容數位檔及目錄資料檔可

能具有相同的識別號，為區別起見，加上「批次單位」

項目，用來辨別內容數位檔及目錄資料檔。 

（二） 製作參數：數位檔製作時，機器設備、軟體設定等參

數，不僅可協助館方了解同批數位檔的性質，未來若有

重置需要，可直接據以製作。 

（三） 存檔格式︰不同的存檔格式會影響未來處理方法的選

用，若能明確列出存檔格式細節，對保存工作有實質助

益。 

（四） 檔案類型︰根據館藏實體檔案分析，數位化檔案類型不

僅只有影像檔，還有目錄、聲音、多媒體等，應予說

明。 

（五） 處理原因︰以敘述性文字交代數位檔做處理的原因，此

為變動史的重要組成基礎。 

（六） 處理過程備註︰處理過程中若發生無法記入原設定分

項、但仍應留下紀錄的狀況，則歸入備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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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儲存資訊︰儲存資訊是用以觀察數位檔在製作、備分過

程中是否仍保持完整的重要指標。 

三、 刪除項目 

（一） 實體編號︰與數位檔保存沒有直接關係； 

（二） 相關其他物件（間接關係）︰相關其他物件指的是其他

具有與保存主檔相同主題、或屬於同一全宗等關係的數

位檔，館方認為，此項目與保存工作似乎沒有關聯，且

這些關係已在原有的後設資料中描述。 

（三） 讀取數位檔所需作業系統︰如有必要，使用者可由產生

階段的作業系統推斷所需的作業系統，且未來的發展難

料，此項目不須保留。 

（四） 讀取數位檔所需軟、硬體：檔案館認為，進行數位化

時，館方一定會採用主流或標準化產品，因此，只需要

記錄非標準化或較罕用的「特殊」軟體及「特殊硬

體」。 

（五） 複雜物件組成︰所謂「複雜物件」係指由多種格式數位

檔所組成的數位物件，例如，由圖片、文字共同組成的

網頁等。館方表示，同一系列中的數位檔皆為同一格

式，因而無此需求。 

然而，仔細檢視需求分析表的項目，卻發現其中有容易混淆不清之

處，可能會造成填寫保存後設資料者的困擾，因此，又做了下列更動

（見表 5-4），經二次討論所刪除的項目以刪除線表示，新增項目則註明

《新增》，內容數位檔適用的描述項目及層次以「△」表示，目錄資料

數位檔則以「◎」表示： 

一、 產生階段中的「存檔格式」與下方的「物件格式」內容相同，

因此把物件格式項目下的次項目移到產生階段下，產生階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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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檔格式項目變為檔案類型、格式名稱與版本及其他細節三

項。 

二、 儲存資訊中的「目錄資料筆數」及「單筆目錄資料容量」對保

存沒有作用，予以刪除。 

三、 相關實體版本的集合雖然可以看出數位主檔的更動過程，但與

保存期間更動史項目下的資訊重複，予以刪除。 

四、 取用環境描述中的「周邊設備」項目併入「特殊硬體」說明。 

表 5-4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保存後設資料需求分析結果二 

              描述層級 

項目 
全宗 系列 影像頁 

批次單位    △ ◎   

識別號   △ ◎   

建立日期   △ ◎   

更動歷程 

-物件產生階段 

--實體類型   △ ◎   

--原始產生者   △ ◎   

--操控主機作業系統   △ ◎   

--產生設備   △ ◎   

--製作參數   △ ◎   

--存檔格式《新增》   △ ◎   

--檔案類型《新增》   △ ◎   

--格式名稱與版本《新增》   △ ◎   

--檔案其他細節《新增》   △ ◎   

-保存期間更動史 

--處理過程名稱   △ ◎   

--原因   △ ◎   

--程序   △ ◎   

--完成日期   △ ◎   

--負責單位（處理人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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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 ◎   

--備註   △ ◎   

數位化原因 △  △ ◎   

物件格式 

-檔案類型《新增》   △ ◎   

-格式名稱   △ ◎   

-格式版本   △ ◎   

相關實體版本（直接關係）   △ ◎   

儲存資訊《新增》 

-載體形式《新增》   △ ◎   

-檔案容量《新增》   △ ◎   

-內容檔數量《新增》   △ ◎   

-目錄資料筆數《新增》       

-單筆目錄資料容量《新增》       

認證資訊 

-認證機制     △  

取用環境 

-特殊硬體   △    

-特殊軟體   △    

-周邊設備   △    

 

經過討論修正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需求分析表，對檔案館而言，可

能還會再因為需求改變而更動，例如，增加次項目，或刪除某些沒有作

用的項目，不過，就現階段而言，已足夠反映檔案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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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近史所檔案館保存後設資料項目 
 

壹、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定義與描述規範 

分析出近史所檔案館對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需求後，本研究進一步

對各項目的描述內容提出較明確的定義。經過考量檔案館數位檔資料特

性，並參酌國外類似保存後設資料的做法，逐項列表說明近史所檔案館

保存後設資料，內容包括︰ 

（一） 項目名稱︰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名稱。 

（二） 定義及說明︰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內容、意義。 

（三） 必填︰項目的必要性，「是」者為保存工作不可或缺之資

訊。 

（四） 多值︰項目資料是否可重複填寫。 

（五） 次項目︰部分項目資訊可再細分者，設有次項目；有次項目

者，描述規範列在次項目下。 

（六） 描述規範︰項目資料涵蓋的範圍或填寫方式。 

項目名稱 批次單位 

定義及說明 後設資料描述對象 

必填 是 多值 否 

描述規範 系列、副系列、目錄資料，三者選一 

 

項目名稱 識別號 

定義及說明 用以識別所描述數位檔的唯一編號，即原有之館藏號。目錄

資料則為相對應檔案之館藏號加上識別碼 

必填 是 多值 否 

描述規範 數位內容檔：依照代碼填入「全宗號+系列號」； 

目錄資料檔：依照代碼填入填入「全宗號+系列號+識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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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建立日期 

定義及說明 數位檔三校完成日期 

必填 是 多值 否 

描述規範 以日期型態填入三校完成日期 

 

項目名稱 更動歷程 

定義及說明 記錄數位檔自產生之始到進入保存階段所經歷的一連串改變 

必填 是 多值 否 

產生階段 次項目 

保存期間更動史 

 

項目名稱 產生階段 

定義及說明 數位檔製作過程的相關資訊 

必填 是 多值 否 

實體類型 

原始產生者 

操控主機作業系統 

產生設備 

製作參數 

檔案類型 

格式名稱及版本 

次項目 

檔案其他細節 

 

項目名稱 實體類型 

定義及說明 轉換為數位檔的實體類別 

必填 是 多值 否 

描述規範 依照數位檔據以轉換的實體，文件、照片、錄音帶、檔案目

錄、無⋯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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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原始產生者 

定義及說明 數位檔製作者或製作機構 

必填 是 多值 否 

描述規範 填入負責製作數位檔之人名或單位名稱 

 

項目名稱 操控主機作業系統 

定義及說明 產生數位檔的主機作業系統 

必填 是 多值 否 

描述規範 填入製作數位檔時，主機所使用的作業系統名稱及版本 

 

項目名稱 產生設備 

定義及說明 產生數位檔的設備名稱及機型規格 

必填 是 多值 否 

描述規範 填入產生設備的製造商、型號，製作數位檔所使用的軟體名

稱及版本。產生設備係指掃描器、數位相機、錄音設備、攝

影機、個人電腦⋯等 

 

項目名稱 製作參數 

定義及說明 數位檔產生設備的相關細節，不同的產生設備，有不同的製

作參數 

必填 是 多值 是 

描述規範 掃描器：色彩參數、掃描參數、儲存參數等 

數位相機：鏡頭規格、光源種類、焦距等 

錄音機：聲音解析度、聲音位元率等 

攝影機：框架頻率 

電腦打字輸入：文字字元集 

 

項目名稱 檔案類型 

定義及說明 描述數位檔的技術規格，為保存管理工作所必備。數位檔的

類別，可協助選擇正適當的保存方法 

必填 是 多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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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規範 影像、聲音、目錄、多媒體⋯擇一 

 

項目名稱 格式名稱與版本 

定義及說明 數位檔儲存格式與版本名稱 

必填 是 多值 否 

描述規範 TIFF／JPEG／WAV／MP3／AVI／MPEG／XLS／DOC／
MDB⋯⋯擇一 

 

項目名稱 數位檔其他細節 

定義及說明 數位檔除格式名稱及版本外的技術細節 

必填 是 多值 是 

描述規範 依檔案類別有不同的描述細節，如壓縮程度、聲音或影片長

度等，可參考 NLA的建議 

 

項目名稱 保存期間更動史 

定義及說明 本項目記載發生在某數位檔某一實體版本的所有事項。彼此

相連的紀錄經一段時間後可形成物件的一本更動史，記錄物

件所採用的保存方法及不同版本實體間的差異，為多值欄

位，可重複著錄 

必填 是 多值 是 

處理過程名稱 

原因 

程序 

完成日期 

負責單位 

結果 

次項目 

備註 

 

項目名稱 處理過程名稱 

定義及說明 數位檔所經歷的更動名稱 

必填 是 多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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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規範 所有對保存主檔進行的動作都應記錄，如備份、重新讀取、

轉置、轉檔、匯入系統、匯出系統等 

 

項目名稱 處理原因 

定義及說明 數位檔進行此項處理的原因或目的 

必填 是 多值 是 

描述規範 如：保存需要、製作資料庫、原系統淘汰⋯等 

 

項目名稱 處理程序 

定義及說明 對數位檔施予處理的所有細節，包括軟體、特殊設定等所有

設備細節，或是產生現有實體版本所需的行動等，若有處理

規範，應納入或連結 

必填 是 多值 是 

描述規範 填入執行處理所使用的重要硬體、重要軟體及版本、執行步

驟、執行規範等。處理過程若留有紀錄，應附加或連結 

 

項目名稱 完成日期 

定義及說明 處理程序結束的日期 

必填 是 多值 是 

描述規範 以日期型態填入前述最後一個程序的完成時間 

 

項目名稱 負責單位 

定義及說明 執行處理程序者的機構或個人 

必填 是 多值 是 

描述規範 填入執行處理的單位名稱或人名 

 

項目名稱 結果 

定義及說明 處理的結果是否成功，產出的成品為何，以及對數位檔造成

的影響 

必填 是 多值 是 

描述規範 此為敘述性項目，可描述處理結果是否達成設定目標、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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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數位檔實體版本等 

 

項目名稱 備註 

定義及說明 處理過程相關細節，未能記入上列項目者 

必填 是 多值 是 

描述規範 此為敘述性項目 

 

項目名稱 數位化原因 

定義及說明 數位檔產生原因，可在批次（系列）層級描述，也可在全宗

層級描述 

必填 是 多值 是 

描述規範 如：原件數位複本、取代原件⋯等 

 

項目名稱 儲存資訊 

定義及說明 描述數位檔的儲存需求等相關細節 

必填 是 多值 否 

載體形式 

檔案容量 

次項目 

內容檔數量 

 

項目名稱 載體形式 

定義及說明 存放數位檔主檔的載體類別 

必填 是 多值 是 

描述規範 磁片／CD光碟／DVD光碟／磁帶／計中⋯擇一 

 

項目名稱 檔案容量 

定義及說明 存放所描述批次檔案所需容量 

必填 是 多值 否 

描述規範 選擇適當單位，如 KB／MB／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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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內容檔數量 

定義及說明 描述批次內所含數位內容檔的數量 

必填 是 多值 否 

描述規範 批次內單一 file的總數，例如，影像檔就填入總頁數，而非

件數（適用於數位內容檔） 

 

項目名稱 認證機制 

定義及說明 描述可供認證數位檔真實性的資訊，包括真實性認證的方法

及數值，須以 file為描述單位 

必填 是 多值 是 

描述規範 浮水印、加密、Checksum、密碼、數位簽章等所有加諸於數

位檔的認證機制均應記入 

 

項目名稱 取用環境 

定義及說明 描述取用或操作數位檔所需要的環境，已標準化的軟、硬體

不須列入 

必填 是 多值 是 

特殊硬體 次項目 

特殊軟體 

 

項目名稱 特殊硬體 

定義及說明 除標準硬體外，讀取數位檔所需的相關硬體資訊 

必填 是 多值 是 

描述規範 描述特定硬體名稱，如特殊微處理器、記憶體需求、特殊周

邊設備等；另外可以連結到相關使用說明 

 

項目名稱 特殊軟體 

定義及說明 除標準軟體外，讀取數位檔所需的軟體名稱與版本 

必填 是 多值 是 

描述規範 描述可讀取數位檔的系列軟體名稱，若具有相容性，也可以

僅描述最軟體早版本；另外可以直接連結至相關軟體，或軟

體使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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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與國外四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對照 

為了更清楚展現近史所檔案館保存後設資料項目與國外四發展單位

所提出項目間的關係，表 5-5以檔案館的項目為準，逐項列表，與本研究

四比較對象的項目進行比較對照。 

由表中可以看出，近史所檔案館保存後設資料項目吸收了國外經驗

的特色，又符合近史所檔案館的特定需求。整體來看，這些項目，未必

是國外四種保存後設資料所共有，有幾個項目甚至是新增加的，反映出

保存後設資料量身定做的必要性。 

一、 描述重點 

檔案館的建置成果，與 RLG、Cedars、NLA及 NEDLIB所
提出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類似，重點都在來源資訊及展現資

訊。 

二、 產生階段資訊 

由於近史所檔案館目前是將既有館藏數位化，檔案原件在

入館前的保管歷史等資訊，已記載於原有的後設資料，因此檔

案館將更動歷程區分為產生階段及保存期間更動史，產生階段

下的資料項目仿效 RLG，僅記載數位檔製作過程，不似 Cedars
還記錄了保管歷程、典藏前更動史等資訊，也不像 NLA 及
NEDLIB幾乎一片空白。 

針對檔案細節描述是 NLA 特有之處，也被近史所檔案館採

用，並列入產生階段資訊下。不過，目前檔案館數位檔類型限

於影像及目錄檔，其他類型數位檔應描述細節還有待摸索。 

三、 保存期間更動史 

保存期間更動史是國外四者皆有的部分，但檔案館取法

NLA 對處理過程的詳細記載，並把備份製作、轉置等所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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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數位主檔的處理，以分表形式記錄在此項下，串連成完整的

保存期間更動史。 

四、 儲存資訊 

除 NLA 外，另外三種保存後設資料項目都沒有儲存資訊的

設計，但檔案館人員認為，儲存資訊雖有部分與原有的保存後

設資料重複，但檔案容量、內容檔數量等項目可用來查驗某一

系列的數位檔是否完整，對於數位保存工作有其意義。 

表 5-5近史所檔案館保存後設資料項目與國外項目對照 

近史所檔案館 RLG Cedars NLA NEDLIB 

批次單位 Ｘ Ｘ Ｘ 

識別號 Ｘ 永久性識別號 識別號 

建立日期 日期 

資源描述  

創建日期  產生日期 

更動歷程     

-產生階段     

--實體類型 實體來源 Ｘ Ｘ Ｘ 

--原始產生
者 製作者 Ｘ Ｘ 產生者 

--操控主機
作業系統 Ｘ Ｘ Ｘ 

--產生設備 資料取得裝置 Ｘ Ｘ 

--製作參數 資料取得細節 

原始技術環境

Ｘ Ｘ 

--檔案類型 Ｘ Ｘ 結構類型 Ｘ 

--格式名稱
與版本 

（更動史中提

及） 

--數位檔其
他細節 

解析度 
壓縮 
色彩 
色彩管理 
色階／灰階 
控制標的 

資料格式 檔案描述 
-影像 
-聲音 
-影音 
-文字 
-資料庫 
-可執行檔 

物件格式 

-名稱 

-版本 

-保存期間更

動史 
更動史 擷取處理歷程 處理過程 更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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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過程

名稱 -過程名稱 Ｘ 

--原因 -處理原因 Ｘ 

--程序 -重要硬體 

-重要軟體 

-重要步驟 

-處理規範 

-工具 

--完成日期 -日期時間 -日期 

--負責單位 -處理機構 Ｘ 

--結果 -結果 

-造成的改變 

-新內容 

--備註 

  

-其他 -可逆性資訊 

數位化原因 Ｘ 產生原因 典藏決策 

決策理由 

Ｘ 

儲存資訊 

-載體形式 

-檔案容量 

-內容檔數量 

Ｘ Ｘ 
儲存資訊（部

分） 
Ｘ 

認證機制 確認機制 
加密 
浮水印 

真實性指標 確認機制 加總檢查 

數位簽章 

取用環境     

-特殊硬體 

Ｘ Ｘ 

特定硬體需求 

-微處理器 

-多媒體 

-特殊軟體 

Ｘ 
結構資訊 
語義資訊 

已知系統需求 

安裝需求 

儲存資訊（部

分） 

 

組譯與解譯器 

-名稱 

-版本 

-指令 

應用軟體 

-名稱 

-版本 

參、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相關討論 

一、 與原有後設資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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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館把保存後設資料的主要功能定位在協助保存決策的制定與執

行，但所制定的保存後設資料項目中，仍有部分項目與原有後設資料重

疊，例如， 

（一）識別號︰可藉以與原後設資料連結。 

（二）儲存資訊︰與原後設資料項目類似，但次項目所描述的資訊

更多，是管理者檢查數位檔是否完整、內容是否流失的重要

指標。 

至於項目中的「實體類型」項，雖與原後設資料中的「實體描述」

看來類似，但在保存後設資料中，類型指的是大分類，如文件、照片、

錄音帶、多媒體等，而非原有後設資料指的「函」、「令」、「照會」

等文件類別。 

二、 產生方式及附加功能 

根據國外四個發展單位的經驗，皆建議保存後設資料應在數位物件

產生時一併產生，最好是採用自動產生的方式，且資料內容是可由機器

讀取者，否則大量資料恐非人力所能負荷。但檔案館表示，以目前實務

上的狀況，目前所有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內容都要靠人工著錄，完全不

具自動產生的機制。值得慶幸的是，由於幾乎所有項目的描述層次都定

在「系列」，因此負擔減輕許多。 

館方認為，除了協助保存決策制定與執行外，由於保存後設資料項

目清楚描述了館藏數位檔的類型、數量、性質，過去一直缺乏這類資

訊，若能加以整理、格式化，對於數位館藏的管理工作很有幫助。另

外，由於保存後設資料項目的建置仍處於起步階段，檔案館打算將其獨

立儲存，暫時不與原有的後設資料連結，也不與數位主檔連結，待技術

成熟，再考慮整合。 

三、 保存後設資料 vs.數位檔的完整性與真實性 

對於可能經歷各種保存歷程及網路傳輸的數位檔而言，保存後設資

料中的認證機制可以提供完整性及真實性的認證，典藏機構可藉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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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檔未失真，使用者則可確認數位檔未受竄改，「數位檔內容與其名

稱所指者相符」。不過檔案館認為，檔案原件還在，若數位檔內容遭質

疑，將之對照即可，因此，認證機制實可有可無。然而，放眼未來，當

部分檔案原件受資源限制而不再保存之際，或是檔案館自行製作原生的

數位館藏時（如檔案彙編的電子書等），認證資訊就變得很重要。 

肆、保存後設資料項目試填 

為了驗證前述保存後設資料項目是否可滿足檔案館對協助數位保存

工作的需求，本研究挑選外交檔案中數位影像檔及目錄檔各一系列做為

描述標的，進行試填，結果如表 5-6及表 5-7所示。 

一、 以外交檔案數位影像檔為例︰ 

試填表 5-6 描述對象為外交部（代號 03）開埠設關檔案（代號 17）
的數位影像檔（識別號為 03-17A）。開埠設關檔案時間為清光緒 24 年至

民國 16 年（西元 1898至 1927 年），總長 2.91公尺，內有 26函，內容
為各省各地開埠設關案。這批數位檔以不壓縮的 TIFF 格式製作，共
7,481頁。 

表 5-6近史所檔案館保存後設資料項目試填結果一 

項目名稱 試填內容 描述規範 

批次單位  系列 系列／副系列／

目錄資料 

識別號 03-17 
批次單位之館藏

號，目錄檔須再

加上識別碼 B 

建立日期 2004/2 完成三校日期 

數位化原因 數位複本 原件數位複本／

原件銷毀… 

實體類型 文件 

文件／照片／錄

音帶／錄影帶／

文物／檔案目錄

／無 

更

動

歷

程 

產

生

階

段 

原始產生者 和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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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主機作業系統 MS-Windows 2000 Pro   

產生設備 
硬體：PC／EPSON 1640XL Scanner 
軟體：ACDSEE／PHOTOSHOP／和範
自行開發之批次命名及檢查檔名程式 

  

製作參數 正向／24bpp／300dpi   

檔案類型 影像 影像／聲音／影

片／目錄 

格式名稱與版本 TIFF 

TIFF ／ JPEG ／
WAV ／ MP3 ／
AVI ／ MPEG ／
XLS ／ DOC ／
MDB⋯ 

 

其他細節 不壓縮   

處理過程名稱 備分 壓縮及備分  

備分／重新讀取

／轉置／轉檔／

匯入系統／匯出

系統 

原因 保存 保存  
保存／影像資料

庫／轉換儲存媒

體 

程序 

將 TIFF以宗
為單位錄製

磁帶 

將 TIFF壓縮
為 JPEG
後，以冊為

單位錄製

CD 

   

完成日期 2004/2 2004/2  完成時間 

負責單位 檔案館 和範股份有

限公司    

結果 成功 

檔案容量由

236GB變為
9GB，內容
檔數量不

變。須以含

CD-ROM之
PC、IE等網
頁瀏覽器或

影像軟體讀

取使用 

  

 

保

存

期

間

更

動

史 

備註      

儲

存

資

載體形式 TAPE 
磁片／CD光碟／
DVD光碟／磁帶
／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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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容量 236GB 
選擇適當單位，

如 KB／MB／GB
訊 

內容檔數量 7,481  

認

證

資

訊 

認證機制 無  

特殊硬體 LTO2磁帶機  取

用

環

境 
特殊軟體 可辨識 TIFF檔的影像軟體，如

ACDSEE、PHOTOSHOP   

二、 以外交檔檔案目錄數位檔為例 

試填表 5-7描述對象為前述外交部開埠設關檔案目錄的數位檔（識別

號為 03-17B，即館藏號＋識別碼 B），以件為單位，以.XLS格式建檔，
共 1584筆資料。 

表 5-7近史所檔案館保存後設資料項目試填結果二 

項目名稱 試填內容 描述規範 

批次單位  系列 系列／副系列／

目錄資料 

識別號 03-17B 
批次單位之館藏

號，目錄檔須再

加上識別碼 B 

建立日期 2002/5 完成三校日期 

數位化原因 資料檢索 原件數位複本／

原件銷毀⋯ 

實體類型 檔案目錄 

文件／照片／錄

音帶／錄影帶／

文物／檔案目錄

／無 

原始產生者 近史所檔案館   

操控主機作業系統 MS-Windows XP PRO   

產生設備 
硬體：PC 
軟體：MS-EXCEL 

  

製作參數   

更

動

歷

程 

產

生

階

段 

檔案類型 目錄 圖像／聲音／影



第五章 保存後設資料項目建置 

 159

片／目錄 

格式名稱與版本 .xls (MS-Office XP) 

TIFF / JPEG /  
WAV / MP3 /   
AVI / MPEG / 
XLS / DOC /  
MDB⋯ 

 

其他細節    

處理過程名稱 備分  

備分／重新讀取

／轉置／轉檔／

匯入系統／匯出

系統 

原因 保存  
保存／影像資料

庫／轉換儲存媒

體 

程序 以系列為單位存

為 xls檔    

完成日期 2002/5  完成時間 

負責單位 近史所檔案館    

 

保

存

期

間

更

動

史 

備註      

載體形式 磁片 
磁片／CD 光碟／
DVD 光碟／磁帶
／計中 

檔案容量 45KB 
選擇適當單位，

如 KB／MB／GB

儲

存

資

訊 

內容檔數量 1,584   

認

證

資

訊 

認證機制 無   

特殊硬體 PC具 3.5”軟碟機   取

用

環

境 
特殊軟體 MS-EXCEL( Office 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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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註釋】 

                                                 

1 中央研究院暨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後設資料工作組，「中研院近史所檔案

館藏外交重要檔案後設資料需求規格書（version 1.0）」。
http://www.sinica.edu.tw/~metadata/project/filebox/archive/requirement/SPECv1_0
21009.pdf . (2004/03/07) 

2 中央研究院後設資料工作組，「後設資料(Metadata)生命週期作業模式」。
http://www.sinica.edu.tw/~metadata/sitmap/sitemap-frame.html. (2004/0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