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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檔案是經由文書之行政稽憑與內容資訊等標準的價值鑑定後，確認其長久保

存的價值所轉化而成的，故檔案編排與描述除反應了文書內容資訊價值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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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檔

案資源管理與利用的處理原則與方法。西方先進國家檔案學界發展出尊重來源原

則、原始順序理論等檔案組織的理論基礎，並以控制層次之具體規範編排與描述

檔案資源。全宗、系列、案卷、件等檔案控制層次中，以系列最適合作為主要描

述與後續處置的基本單元。而系列的組成要件是以文書產生機關的業務與功能加

以界定。一致性的檔案系列統一編號，除了可適合資訊網路環境下，加速檔案資

訊處置的自動化管理作業；更是以宏觀理論，建立全國檔案資訊系統之國家典藏

的基礎。

本研究首先以文獻分析法，針對美澳等先進國家檔案之編排層級與檔案系列

描述的理論與實務加以探析。主要採用深度訪談法，了解國內政府機關主管人員

對於檔案系列層級編排與描述的現況；並以焦點團體法，就有關檔案系列層級及

其標準號碼之統一規範等議題，邀請專家學者進行討論。最後，提出適合我國政

府組織之業務功能的檔案系列層級，以及促進檔案資訊國家典藏的檔案系列標準

號碼之可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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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緣起

資訊公開制度為民主法治國家中政府治理不可或缺的機制，我國政府資訊公

開法終於今年(民國 94)年 12 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未來有關政府施政計畫、業

務統計、研究報告、預算、決算與工程採購契約等政府資訊都應以「主動公開」

為原則，並提供民眾閱覽、抄錄、影印與錄音等。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立法，是我

國繼民國88年公布檔案法與90年設立檔案管理局等重視政府資訊保存與提供利

用之民主治理的另一重要里程碑。檔案法與政府資訊公開法的陸續制定與公布，

一方面滿足人民知的權利與鼓勵人民參與公共政策、監督政府施政外，另一方面

也提昇政府檔案資訊處理與公開的重要性與急迫性。

檔案管理與圖書館管理最大的差異之一是檔案的控制層級 (control levels)。

由於檔案的產生與其產生者有直接之關聯，而檔案的產生者可概分為三大類，

即：政府機關與團體機構、家族、個人。由此三者所產生的檔案在檔案界稱之為

「全宗」，係屬有機的產生與聯繫。在全宗之下可依其產生機構的組織層級細分

為副全宗或副副全宗。在全宗或副全宗之下，依各單位的業務屬性及功能的劃

分，分為若干個「系列」(series)。系列是歐美等國檔案管理最基本的單元，由於

其最能體現檔案產生單位的業務性質及有機的關係。在系列之下，依檔案單位作

業的方式，可區分為若干個「案卷」(file folders)，主要用以存放檔案的實體單元，

可分為：直立存放的「案卷」或歐美國家慣用的「箱」。在案卷或箱層級之下，

主要區分為檔案處理最小的單元，即：「案件」或稱為「件」(items)。

檔案控制層次中歐美等國所習用的「系列」層級，目前在國內只有典藏歷史

檔案的單位在檔案描述時有「系列」層級，但在政府機關中卻尚未採行。目前國

內政府機關檔案處理主要以「件」為處理的單元，而檔案管理局將於民國 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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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改為以「案卷」為主理層級。雖然檔案管理局已將檔案處理的層級由「件」

提昇為「案卷」，但此舉仍與國際檔案界所慣用的檔案「系列」層級的檔案描述

基本單元有很大的差距。

面臨資訊科技與電信網路的快速進展的資訊網路環境下，政府檔案資訊的蒐

集、組織、保存、鑑定、處理等管理流程，隨政府資訊公開法的法令要求下，需

要更有效、更快速的處理機制。西方先進國家檔案管理所發展的全宗理論、來源

原則與原始順序等檔案理論，以及全宗、系列、案卷與件的控制層次等編排描述

之具體作為，除了反映檔案內容與背景關係的特質外，更可提高檔案資訊的管理

效能。尤其以檔案系列--由附屬單位、業務、或功能之文書所組成的控制層級，

是檔案自動化管理與檔案數位典藏的基本處理單元。全國標準化的檔案系列標準

號碼，則可加速檔案管理自動化流程，並提昇檔案資訊國家典藏的資訊品質。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政府資訊公開法中明訂政府對於公開的資訊，應於公開後三個月內製作目

錄，並刊載於政府出版品或政府網站上讓民眾查閱。檔案資訊的描述為資訊公開

與利用的基礎建設，西方先進國家以檔案系列層級作為檔案資訊自動化管理與資

訊描述的基本單元，已有數十年理論的探討與實務的經驗。本研究主要針對美

國、澳洲等民主法治國家，有關檔案系列層級組成與檔案資訊系統控制策略進行

深入的探析。並分析國內政府機關檔案系列描述層級的應用現況，進而提出適合

我國政府機關的檔案系列層級，與符合全國檔案資訊控制的統一編碼機制，以達

到我國檔案資訊國家典藏(National Repository)，進而促進政府重要資訊的即時公

開與國家典章制度的長久傳承。



我國政府機關檔案系列層級及其標準號碼建置之研究

4

本計畫之研究目的為：

一、探討世界先進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澳洲等國)對於政府機關檔案編排層級

及檔案資訊控制之相關制度與應用。

二、分析我國政府機關檔案資訊編排層級與檔案資訊描述控制之現況。

三、以國家典藏(National Repository)檔案長久保存之目的，探析我國檔案系列層

級的編排與描述的建置方式。

四、研擬我國國家檔案系列標準號碼(National Archival Series Number，NASN)建置

之可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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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有三種，包括：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與焦點

團體法，分述如下：

(一) 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將採用文獻分析法，探討全宗理論、來源原則與尊重原始順

序等檔案編排理論，以及五大控制層次的檔案編排具體作為的演進。並

分析各國負責檔案編排與描述標準等規劃的單位，包括：美國的國家檔

案與文書總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澳

洲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NAA)等，以及我國檔案管理

局等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有關檔案控制層次應用、檔案系列層級的界

定、以及檔案資訊描述系統的相關建置等實際作為。

(二) 深度訪談法

為了深入瞭解國內各政府機關檔案單位對於檔案控制層次在檔案

編排與描述等管理程序中應用的現況，本研究主要採用深度訪談法，以

了解國內政府機關主管人員對於檔案系列層級的組成，及其編排描述等

管理程序中應用等觀點與現況。訪談對象將採分層抽樣方法，在中央政

府、院轄市、縣市政府等不同層級分別選取樣本，進行深度訪談。深度

訪談的對象將以各機關中負責檔案編排與描述之檔管人員為主。

本研究在深度訪談時，將就下列問題向各級政府機關及檔案管理局

進行了解：

1. 目前貴單位所採用的檔案控制層級為何？

2. 目前所採用的檔案控制層級是否遭遇什麼困難？



我國政府機關檔案系列層級及其標準號碼建置之研究

6

3. 如果在貴單位採用檔案的「系列」(series)層級，其可行性為何？

4. 如果編製國內政府機關的「全國政府機關檔案系列號」，以何者為依

據較佳？

(三) 焦點團體法

在進行上述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兩種方法後，將取得初步的研究

成果。依據初步的研究成果，擬訂適合我國政府機關組織與業務功能的

檔案系列層級的界定，與全國檔案系列標準號碼(National Archival Series

Number，NASN)建置模式，再採用焦點團體法，邀請相關檔案編排與描

述專業之學者與專家，就有關檔案系列層級及其標準號碼之統一規範等

議題，邀請專家學者進行討論，並取得全國檔案系列標準號碼建置的共

識。最後，提出適合我國政府組織之業務功能的檔案系列層級，以及促

進檔案資訊國家典藏的檔案系列標準號碼之可行模式。

二、進行步驟與進度

本研究實施之步驟包括八項，分述如下，並參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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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初步分析與建檔工作。

(3) 資料彙整與深入探析

將文獻初步分析所得之資料，再進一步予以彙整，並將各國有關檔案編

排控制層次與檔案系列層級組成之資料進行並列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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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計訪談大綱與聯繫訪談單位

針對文獻分析與各國檔案主管機關有關檔案系列層級及其編號的建置

模式等，設計國內政府機關檔案單位之訪談大綱。

(5) 進行深度訪談與資料整理

針對選取之政府機關進行深度訪談，以取得較具質化之資料，並進行分

析與整理。

(6) 設計焦點團體討論議題與聯繫座談會事宜

在已取得初步之研究成果後，研擬我國政府機關檔案系列層級及其標準

號碼組成之建議模式，作為焦點團體討論的主要議題。

(7) 焦點團體座談與資料整理

邀集相關政府機關與學者進行焦點團體座談，以凝聚共識，並取得更為

客觀之資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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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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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擬我國政府機關檔案系列層級及其標準號碼控制模式

結論與建議

撰寫研究報告

研究結束

研

究

分

析

與

結

論

聯繫專家學者

進行焦點團體

座談紀錄整理

研

究

執

行

階

段

聯繫訪談對象

進行訪談

訪談結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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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安排與規劃時程如圖 1-2：

時程

工作項目

95

/

08

95

/

09

95

/

10

95

/

11

95

/

12

96

/

01

96

/

02

96

/

03

96

/

04

96

/

05

96

/

06

96

/

07

(1)資料庫查檢

(2)資料整理與初步

分析

(3)資料彙整與深入

探析

(4)設計訪談大綱與

聯繫受訪者

(5)進行深度訪談與

資料整理

(6)設計焦點團體討

論議題與聯繫座

談會事宜

(7)焦點團體座談與

資料整理

(8)撰寫研究報告

圖 1-2：本研究之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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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政府機關

指中央、地方各級機關及其設立之實（試）驗、研究、文教、醫療及特種基

金管理等機構。受政府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法人或團體皆視同為政府機
關 。

二、系列層級

在檔案管理中所使用的「系列」，係指在全宗之下的一個構成單位，與某種

功能有關。系列層級是由下級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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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ter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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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文書歸檔編排原則

現行文書管理中，文書產生階段，文書主要由個人所產生，亦由個人控制其

文書的編排系統，到了維護與使用階段，文書通常儲存於案卷，以文件系列為處

理的基本單元，為便於使用已存在的文書，需要一套有效率的文書歸檔編排系

統。文書的歸檔方式亦影響了文書日後的處置、保存與利用。一般而言檔案之歸

檔編排包含主要檔案計畫與歸檔編排等過程。

一、主要歸檔計畫

所謂主要檔案計畫是指一組織將其所有文書系列的內容與涵蓋的時間

加以條列與保存，將組織內的文書依據使用、證據等保存目的歸入各個文書

系列，因此每一文書系列必須包含：

(一) 一個界定的名稱。

(二) 該系列所包含的特定文書或文書的特定自然狀態。

(三) 文書系列中，檔案應由組織保存的時間長度。

(四) 在文書系列內，部門有責任維護該文書系列內檔案的「文書複本」。對

機構而言，複製與儲存文書的複本是一個主要的大宗支出 (Penn, Pennix,

& Coulson, 1994, p.213-214)。

二、文書系列之歸檔編排

文書系列中，其文件與案卷的順序通常都有其歸檔編排方式，常用的方

式主要有三：依日期、依字母順序，以及依照數字排序。理由是因為非常容

易被人所瞭解使用。但有時也會發展特別的分類方式來管理的檔案歸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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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多半是因為那些分類管理已經發展成適合於組織的參考需求。

在文件編排方面，大都採用日期的先後順序，亦即為文件產生的日期，

有時為提供更便利的查詢，會利用字母順序或數字編碼方式來加以輔助之。

而文書系列中案卷的編排方式則大都依字母順序或數字或混合式。編排

的考量因素主要為日後查詢利用之便。文書系列中包含的檔案類型與種類繁

多，例如工作文件檔、研究檔、和個案檔等，但所有類型不外乎為個案檔(case

files)、主題檔(subject files)、和計畫檔(project files)等三種。茲以此三大類說

明文書系列中案卷編排的方式：

(一) 個案檔(case files)

如同其名稱所顯示，是指保存於特定狀況環境裡面的文書，通常

是某一專業交易的文件，或是與特定人物或組織單位有所關連。例如：

磁帶檔案、醫學記錄、個人文書、保險政策檔案、工人賠償檔案和稅

收檔案等等。這些文書能以系列方式歸檔而加以利用，並且有共同的

編排依據，如個人、組織名稱或特別訂定的編號編碼。一般而言，個

案檔所採用的編排方法主要為簡易的字母與數字排序方法 (Penn,

Pennix, & Coulson, 1994, p.215)。

(二) 主題檔(subject files)

依主題歸檔是將一既定議題或問題彙集所有文書，如此一來便對

有效決策的管理提供一不可或缺的工具。主題檔通常包含給予或來自

中高階級的管理，亦即意謂主題檔可顯示出組織的基本任務、政策和

程序。

主題檔案歸檔的方式有：(a)字典式字母順序主題編排，(b)百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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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式字母順序的主題編排，(c)主題分類索引，(d)行政主題檔，(e)操作

性主題檔，(f)標準分類系統，(g)數字型主題歸檔編排 (Penn, Pennix, &

Coulson, 1994, p.222-226)。

(三) 計畫檔(project files)

計畫檔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檔案，主要是基於其關係著固定時間範

圍，由該計畫的起始到結束彙整而成的。通常機構會運用共同方式來

組織其計畫資料。例如共同分類會包含：(a)方案的計畫，(b)正式授權，

(c)合約，(d)往來書信，(e)計畫狀態，(f)結果，(g)參考資料 (Penn, Pennix,

& Coulson, 1994, p.227)。

第二節 檔案編排之來源理論發展

檔案編排是指依一定的檔案工作原則，尤其是來源原則，在盡可能完整的層

級上(檔案庫房、全宗、副全宗、系列、案卷、個別文件)，組織排列檔案、文書

和手稿的過程與結果。目的在於對館藏資料進行實體上或行政管理上的控制，以

提供研究者快速查詢利用 (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1998，頁 59)。

且由於檔案是經由文書憑證與資訊等標準的價值鑑定後，考量到其長久保存

的價值轉化而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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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檔案資源管理與利用的處理

原則與方法。因此檔案專業發展出尊重來源原則、尊重全宗原則、以及尊重原始

順序等來整理描述檔案資源，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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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重來源原則

檔案是隨著機構或個人之業務與活動所產生之文書，是呈有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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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檔案編排必須依據其來源，亦即是

所謂的來源原則(Principle of Provenance)，以瞭解檔案的出處。此原則是十九

世紀初由歐洲國家所提出的理論，並於 1898 年由三位荷蘭檔案工作者在其

著作荷蘭檔案編排與描述手冊中正式加以定義，並完整的闡述此原則

(Miller, 1990)。

依據文書來源進行編排，意指文書維護的編排方式是以文書被移轉到

檔案機構的順序，由於機構單位經常改變，以及機構亦會接收較小單位的

文書加以整合，因此文書維護的處理原則已經趨向於文書移轉單位，更甚

於文書產生的順序 (Penn, Pennix, & Coulson, 1994, 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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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原則可以維護檔案的證據價值；

 來源原則符合檔案的特質；

 來源原則可協助檔案人員處理檔案；

 來源原則便於檔案的編排；

 易於檔案的描述 (Schellenberg, 1998)。

來源原則延續了 19 世紀中葉法國的尊重全宗原則，以及普魯士的登記

室原則，成為較符合檔案特質的編排整理的科學方法。檔案館整理檔案時，

先按照形成檔案的單位或其他特徵，組成不同的全宗，再以全宗為基本單

位進行分類與立卷。

另外，依檔案文件內容性質進行分類整理的事由原則，是按照預先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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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問題或主題類別來整理檔案，以保持檔案間的邏輯關係。但其缺點是

混淆了檔案的來龍去脈，模糊了形成檔案歷史背景，大大減低檔案證據與

歷史記錄等資訊價值，造成研究者查詢利用上的困難。因此事由原則慢慢

為檔案工作者所淘汰 (張書才，1991，頁 131-132)。

二、尊重全宗原則

第二個原則是尊重檔案的全宗原則(principle of respect des fonds)。歐美等

國檔案管理人員依檔案來源為基礎，視檔案產生機構的層級加以區別。最

高層次是「全宗」(record groups，又稱為 fonds)，係以一個機構來源為基礎，

如一個部門、局或獨立機構，產生的所有文件的彙集，全宗理論最早是於

1841 年由法國內政部 14 號通令中所提出，其中的涵義是：「將所有出自於

同一個單位、家庭或個人的文件(documents)聚集在一起，並將不同的全宗依

據一定的順序編排…全宗的文件可提供單位或家庭參考，但不可將不同的

全宗予以混淆。」

由於此理論切中檔案處理的核心，因而很快受到大多數歐洲國家檔案

界的贊同。雖然全宗理論自 19 世紀中業已風行於歐洲國家，但是此理論一

直到 20 世紀才逐漸被美國檔案界所接受。

三、尊重原始順序

尊重原始順序原則是用以維護政府機構歸檔系統，包括特殊的文書系

列與其相互之間的關係。荷蘭手冊中亦提到「基於檔案館藏的原始組織，

主要可符合其產生機構的組織架構」(Miller, 1990)。強調的是關於記錄保存

與歸檔系統。運用尊重原始順序處理檔案在於原始順序具有下列益處：

 反應當時業務的確實情況；

 保存文件原有的關係；

 提供有關記錄產生、利用或活動的文書證明；

 增加檔案價值，例如提供其文書活動的公平證據 (Mill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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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檔案控制層次之實務應用

控制層次(level of control)並不是一理論性的原則，而是來源原則與原始順序

在檔案管理過程中的具體應用。有關控制層次最佳的闡釋是由 Oliver Wendell

Holmes 於 1964 年所提「現代檔案工作重點是由廣泛與一般性到最細微與特定

性，採漸進式匯集與描述檔案單元」 (Miller, 1990)。檔案控制層次可分成全宗、

系列、案卷、細目等四個主要層次，每一控制層次都有其行政、處理需求和檢索

等內涵與資訊，茲分述如下：

一、全宗(fonds，美國地區採用 Record Groups)

全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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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er, 1990)。

二、系列(Series)

文件系列是下屬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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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ter, 1997)。

三、案卷(File Folders)

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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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順序、年代順序、地理區域、主題、數字等五種標準(Mill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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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件(Item)

案件是案卷下的組成單元；案卷下的細目，可能是一件公文、一封書信、

一張照片等，通常依日期或字母等一定順序排列。

檔案管理發展之初，深受圖書館管理的影響，但由於檔案資料不同於圖書資

料的特質為：(1)由文件轉化而來：對社會活動所產生的記錄文件，將具有「檔案

價值」者，經過一定的歸檔手續有條件的轉化而成的。不具保存價值者，則無法

保存下來成為檔案。(2)檔案是事件的原始記錄：是由事件發生「直接彙集形成

的」，具有歷史的真跡和可靠的憑證作用。因此檔案描述無法依據圖書編目以個

別單本作為其實體與內容主題的分析與組織。檔案的編排不似圖書採主題分類的

方式，在檔案編排實務上，必須強調檔案分類是基於來源原則，分類是依據文書

的功能或業務，而非主題。檔案館若以主題或其他分類方式重新編排檔案，會導

致模糊或漏失相關文書來源活動的證據，而失去檔案長久保存的利用價值。

第四節 標準編號系統與資源控管機制

本研究主要針對檔案系列層級，擬定一適用於國內公部門檔案管理之「全國

政府機關檔案系列號」，以達成檔案資源有效管理與提供開放服務的終極目標。

有關資源管理的編號與相關機制，目前國內或國際資源流通界皆制定有國家標準

或國際標準編號系統，如我國行政院研考會所制定之政府出版品編號（GPN），

以及國際出版界通行的國際標準書號（ISBN）與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等唯

一標準辨識號碼系統及其資源控管機制；以下將簡述其相關規範與應用方式，作

為檔案系列層級編號系統制定之參考依據。

行政院研考會為有效管理政府各機關之出版品，訂定了相關的配套規定，明

訂各機關應行申辦的相關編號與作業。我國負責政府出版品編號的單位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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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政院研考會負責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GPN）；一是由國家圖書館負責國際

標準書號（ISBN）及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等編碼核發相關業務。

一、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GPN)

各類出版品在出版前，需先進入行政院研考會”編號申請作業”建檔，

取得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Government Publication Number，簡稱 GPN），政

府出版品統一編號為 1年 1號不能延用（含延續性計畫），取號後不可更改。

在新版系統上線後，GPN 結構將由 12 碼更改為 10 碼（2 碼為出版類型、3

碼為年代，5 碼為系統流水號），例如：行政院研考會如明年一月將出版一

本圖書，當系統內無其他機關建立資料時，本書取得的號碼將為

1009000001；接續之後，如果農委會進入系統新增一本新創刊的期刊資料，

其GPN 則為 2009000002；然後教育部再新增一筆非書（資料類型為錄影帶），

則其GPN 為 3409000003，故 90 年 1 月 1 日後不能再以人工編號，完成必須

使用GPNet(政府出版品網)取得 GPN (經濟部水利署網站，2006)。

例如： XX XXX XXXXX

出版類型 年代 資料流水號

10 094 0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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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會議報告封底圖

圖 2-2 電子光碟片封底圖

二、國際標準書號（ISBN）

國際標準書號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簡稱 ISBN )，是為因

應圖書出版、管理的需要，並便於國際間出版品的交流與統計所發展的一套

國際統一的編號制度，由一組冠有“ISBN”代號(978)的十位數碼所組成，

用以識別出版品所屬國別地區或語言、出版機構、書名、版本及裝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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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組號碼是圖書的代表號碼。民國 88 年 1 月依據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第十

一條規定，教育部核定發布（全國出版品國際標準書號及預行編目辦法），

作為辦理國際標準書號和出版品預行編目的法源依據。十餘年來書號中心所

配置給各界出版圖書的 ISBN 近四十萬個，參加的出版者有將近一萬家 (劉

美鴻，2002)。

國際標準書號有助於簡化圖書發行及管理手續，便於出版品統計及國際

交流。世界各地的出版機構、書商、及圖書館都可以利用國際標準書號迅速

而有效的識別某一本書及其版本、裝訂形式。不論原書是以何種文字書寫，

都可用電報或電話傳真訂購，並以電腦作業處理。製作條碼時，EAN 碼中

圖書類的代碼是 978，亦即只要將 EAN 的國家代碼部分改為 978，再重新計

算檢查碼，即為 ISBN 條碼，其餘處理均相同，圖為 ISBN 的結構圖。簡單

來說，ISBN 與 EAN 的對應關係為：978 + ISBN 前 9 碼 + EAN 檢查碼。

表 2.1 ISBN 識別結構表

ISBN 識別結構

群體識別號 - 出版者識別號 - 書名識別號 - 檢查號

957 - 678 - 000 - 4

群體識別號

Group

Identifier

此號由國際標準書號總部根據ISO-2108規定分配給各國或

各地區的書號中心，用以區別出版者的國別地區、語文或

其他相關群體(組織)。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目前號碼為

"957"。

出版者識別號

Publisher

Identifier

此號為各出版機構的代號，其號碼包括二位至五位數字不

等，位數的長短與該出版社的出版量成反比，由書號中心

視各出版機構出版情況編配。

書名識別號

Title

Identifier

此號用以區別各種不同內容、不同版本、不同裝訂的圖書，

多由書號中心編配。

檢查號

Check Digit

此號由單一的數字或英文大寫字母"X"組成，能自動核對國

際標準書號的正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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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ISBN 之編碼結構圖

ISBN 新制 ISBN 將自 2007(民國 96) 年 1 月 1 日起，從原有 10 碼變更為

13 碼。其規範如下：

(一) 現有 ISBN 的第一段前置碼(Prefix)，將改為 978，末尾檢查碼則依公式

類推。

(二) 前項所得之 13 碼 ISBN 將與圖書之商品條碼(EAN-13 碼)完全相同。

(三) 目前尚未使用之 ISBN 編號告罄時，第一段前置碼將改用 979。

(四) 採用第一段前置碼 979 編配 ISBN 時，其出版者群組識別號(Publisher

Identifier)可能與採用 978 時不盡相同。

(五) 自 2007 年 1 月 1 日後，條碼上方須印製有連字符號的 13 碼 ISBN；條

碼下方則印製與商品條碼(EAN-13 碼)完全相同的 13 碼數字串，惟此項

字串間沒有連字號或空格。

圖 2-4 13 碼新式 ISBN 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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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標準叢刊號(ISSN)

國際標準叢刊號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簡稱 ISSN )，是

根據國際標準組織 1975 年制訂之 ISO-3297 的規定，由設於法國巴黎的國

際期刊資料系統中心 ( International Serial Data System - ISDS International

Centre)所賦予申請登記的每一種刊物一個具有識別作用且通行國際間的統

一編號。「期刊」是指任何一系列定期或不定期連續出版的刊物，它們通常

以一定的刊名發行，以「年月日」,「年月」或數字標明卷、號、期數。市

面上常見的期刊、雜誌、叢刊、年刊等大都屬於國際標準期刊號的編號與編

碼範圍。每一種期刊在註冊登記時，就得到一個永久專屬的 ISSN ，一個

ISSN 只對應一個刊名；而一個刊名也只有一個 ISSN 。 所以當該刊名變更

時，就得另申請一個 ISSN 。 如果期刊停刊，那麼被刪除的 ISSN 也不會

被其他期刊再使用。因此，國際期刊資料系統中心在分配 ISSN 時，必須為

該期刊編訂一個有別於其他期刊之刊名的識別題名 (Key Title)。

每組 ISSN 係由八位數字構成，分前後兩段，每段四位數，段與段間以

一短橫 (hyphen) 相連接，其中後段的最末一數字為檢查號， 如：ISSN

0211-9153。 製作條碼時，將 ISBN 碼中的「978」部份更改為「977」即為 ISSN

碼，其結構如圖所示。ISSN 與 EAN 的對應關係為：977 + ISSN 前 7 碼 + 00

+ EAN 檢查碼 (圖書館專業服務網站，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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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ISSN 之編碼結構圖

前述三種資源唯一辨識號碼，政府出版品編號(GPN)、國際標準書號(ISBN)、

以及國際標準叢刊號等，其制定目的除了為有效管理數量龐大及成長快速的資

源，更提供資源使用服務時快速辨識資源與掌握資源流向，進而取用所需的資

源。歸納三種資源標準號碼的適用對象、制定機構、編碼系統、以及登記註冊機

制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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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出版品資源編碼系統分析表

編碼系統

項目

政府出版品編號

(GPN)

國際標準書號

(ISBN)

國際標準叢刊號

(ISSN)

適用對象 政府出版品 圖書 叢刊(連續性出版

品)

標準制定機

構

行政院研考會 國際標準組織

(ISO)

國際標準組織

(ISO)

編碼系統 共 10 碼，前 2碼

為出版類型，接著

3碼為年代，最後

5碼為系統流水號

原 10 碼，依序為

群體識別號(3

碼)、出版者識別

號(3 碼)、書名識

別號(3 碼)、以及

檢查號(1 碼)；自

2007 年將前置碼

改為 3碼數字，合

計為 13 碼

由 8碼數字構成，

分前後兩段，各 4

碼，中間以一短橫

(hyphen) 相連

接，其中後段的最

末一數字為檢查

號

登記機制 由行政院研考會

主管，登入 GPNet

(政府出版品網)取

得。

由國際書號中心

委由國家圖書館

負責國內圖書編

號之申請與核發

由國際書號中心

委由國家圖書館

負責國內期刊編

號之申請與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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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檔案系列層級及相關描述規範

第一節 美加兩國檔案系列及其描述項目

一、檔案控制層級

美國國家檔案與文書總署(NARA)是美國聯邦政府永久價值檔案與美國

總統資料的典藏所，NARA 對於其檔案館藏的編排是依據檔案來源原則

(archival principle of provenance)。透過來源原則可提供下列的資訊 (薛理桂，

2004a)：

1. 原有檔案產生或維持單位的屬性；

2. 原有單位在文書階段的編排情況。

其檔案控制層級及其相關規範茲簡述如下：

(一) 全宗

NARA 將來源原則應用在檔案編排，採用全宗(record group)形式。

每一全宗是由主要政府單位，通常是一個局或是一個獨立的機構所產

生的檔案所組成。以國家檔案館為例：第四全宗(Record Group 4)，代

表代表 U.S. Food Administration 的全宗。

大多數的全宗包括同一個單位名稱及其前身單位的所有檔案。少

數全宗是由許多較小的單位或是成立期間較短的單位，而這些單位彼

此間有共同的行政或功能的關係。例如第 76 全宗(Record Group 76)，

代表 Boundary and Claims Commissions and Arbitrations。

全宗的數字可反映出該單位在國家檔案館收藏的順序，數字越前



我國政府機關檔案系列層級及其標準號碼建置之研究

26

面的代表國家檔案館收藏的年代越早。

(二) 文件系列

在全宗以下，是由數個文件系列(series)所構成。每一文件系列是

由一組文件所構成，依據原有產生單位編排的方式。美國檔案館在為

政府檔案建檔時，通常以「文件系列」為建檔的基本單位 (Fox, 1990)。

文件系列的組成主要依：(1)有關於某一個主題或功能；(2)相同的

業務；(3)記錄某一特殊的事項(transaction)；(4)由於特殊的實體形式

(physical form)；(5)具有某些其他的關係，如：產生、收到或使用。

(三) 案卷

在文件系列之下，由數個案卷(file)所構成。例如：在”Confiscation

Case Files”文件系列之下，有”U.S. v. The Right，Title，Interest，and Estata

of Robert E. Lee” 的案卷。

美國國家檔案館的檔案編排是依據來源原則與全宗原則。以全宗原則為

檔案編排的依據，全宗號是以數字的順序所構成，而數字的順序是依據該館

收藏全宗的時間先後而定。在全宗之下分別由文件系列與案卷所構成

(NARA, 2007)。

加拿大檔案管理與美國檔案界發展息息相關，亦以來源原則發展出多層

次描述(Multi-level description)，其制定多年的檔案描述規則(RAD)即為用來產

生「查檢工具」形式的檔案描述規範，以進行定義與描述檔案，進行提供其

所內含資訊的取用。包含的資訊主要有三：(1)辨識檔案來源，它們何時產生，

數量多少以及實體特徵為何；(2) 提供行政管理資訊；(3) 提供檔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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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檔案的多層級描述是根據產生檔案的管理組織的架構（外部架

構）以及檔案編排的方式（內部架構）。多層級描述開始於檔案的最廣與最

一般層級的描述到其下組成的部分，描述檔案每個層級較特殊的部分。有關

檔案與其產生者資訊都可以由不同的資料項目（data elements）中取得。

RAD 使用六個描述層級，每個層級都是其上面層級中的一部分，而可

供上下層級間的相互參照。副全宗與副系列在 RAD 中沒有詳細的說明，因

為它們描述的方式與全宗及系列是相同的，並且也有可能會出現副副全宗或

副副系列的層級，以下針對這些層級逐一說明：

(一) 全宗（fonds）（最廣的描述層級）

全宗是檔案物件描述最廣泛的智能單位(intellectual unit)。由一個單

一實體來產生所有檔案的總合，複雜的管理單位中很難指出什麼物件

能或不能構成一個全宗。一般而言，加拿大的薩斯卡通市很明顯的是

一個全宗的產生者，但薩斯卡曲灣大學的醫學院呢?高速公路部門是否

可以構成一個全宗呢?或者我們應該在使用這些名稱之前先去了解該

地的地方政府。基本而言，全宗的構成條件，對一個全宗的行政管理

機構的產生者而言，它必須擁有一個法定的特性，一個官方的委任，

一個清晰的等級體系地位，它能夠管理其本身大量的事務，與更高層

的權威無關且擁有一個清楚的組織結構。

(二) 副全宗（sub-fonds）

簡單地說明，副全宗是一個產生全宗的組織中行政管理的副單位

的所有檔案，因此，假如加拿大 North Battleford 市的檔案是一個全宗，

則它的公園娛樂部門的檔案即是一個副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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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列（series）

系列是指在全宗或副全宗之下的一個檔案群體，為一些相同的工

作、活動或主題產生或累積，因其具有一些特殊的形式或是因為與其

產生或使用關係而有所關聯。「私人信件」或「財務檔案」可能會是檔

案系列的題名。系列會連結全宗及產生它們的行政管理結構至產生的

實際檔案。

(四) 副系列（sub-series）

副系列是由在系列中的檔案所組成，可以根據分類或文件歸檔方

式、實體的形式或內容輕易地被辨識出是一個附屬的實體。

(五) 案卷（file）

案卷是由一些以某種方式聚集在一起的文件所組成的，它可以反

映特別的工作或主題等，而且它們有相同的題名。一個案卷可能是由

許多個別的案卷夾(folder)所組成。當案卷被集合起來去加強檔案的智

能順序時，案卷夾是一個實體文件儲存單位。案卷也有副案卷，但不

可以把它與件混淆。

(六) 件（item）

件是檔案描述最底層的層次，也是全宗裡最小的智能實體。如同

案卷一般，件是智能的而非實體的單位，它還可以包括許多獨立的個

體。如信件案卷中的一封信是一個件，還有一本帳簿、一張照片、或

一張建築設計圖。然而，請記得一封信可能包含數張或是好幾百張的

個別頁。委員會的備忘錄中可能包含報告、信件、議程及備忘錄本身，

同樣地，一個聲音檔或視訊檔可能會因為太大已至於被分開紀錄於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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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卡匣或檔案的案卷中，但它們仍是屬於同一個件。件可以存在案卷

之中也可以自己單獨存在。

加拿大的多層級描述，基本上由前述六層次組成；描述時將各層級加以

集合，一個最單純的全宗例子，是由系列所組成，系列包含案卷，案卷包含

件。副全宗也許也會擁有自己的系列；系列也可能為副系列所組成。一些檔

案資料(如地圖、照片等)可能是系列層級下直接為件層級，而沒有介於中間

的案卷層級。多層級描述有四個基本的規則為：(1)自一般到特殊；(2)只包

含與所屬描述層次有關的資訊；(3)資訊不重覆描述；(4)提供每個層級間聯

繫。

在每個層級的描述，檔案管理人員會記錄某個層級的特定資訊，這是為

了避免資訊的重覆，例如在全宗層級，檔案管理人員提供有關整個檔案的概

況。當在描述系列層級時，檔案管理人員只需描述與系列層級以及產生組織

的相關資訊。描述元素在每個層級中可能會重覆出現，但裡面所提供的資訊

都不會重覆。例如一個「財務檔案」中的系統限制取用，那麼在副系列就不

需重覆限制取用這個資訊 (薛理桂，2004)。

美加兩國檔案編排皆以來源理論為基礎，無論是四基本層級或六個層

級，主要以業務、功能或活動為定義基礎的檔案系列，可謂為檔案多層級編

排描述中，扮演承上(連結產生機關或個人等檔案來源)啟下(包含所屬案卷與

件等檔案內容)的重要角色。

二、檔案系列描述項目及相關規範

NARA 認為機構部門的檔案目錄最適合以系列層級作為主要處理的單

元，無論誰在製作檔案目錄，都應該決定有哪些元素是要被放置到表格上面

的，並且在每個系列中尋找適當的資訊，系列清單目錄(The Series Inventory)

是為了 NARA 的通用保管期限表(GRS)所建置的，其提供了文件的保管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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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處置等參考作用。

為了顯示出最大的效益，一張目錄清單需要包含某些系列的元素(Series

Inventory Elements)，這些重要的元素在以下有加以敘述，雖然某些元素只

是為了機構的目的所建的，例如：編製日期和進行盤點的需求，許多資訊是

為了提供給 NARA 的文件保管期限表，來決定文件是否具有永久保存的價

值，需要包括的元素如下 (NARA, 2007)：

1. 日期(Date prepared)：列出填寫清單目錄的日期。

2. 部門維護檔案的資訊(Office maintaining the files)：列出部門維護文件資料

的人員姓名及標誌，如果這個系列是由另一個部門所接收的過來的，那

麼也應該在上面註明”產生單位”的資訊。

3. 人員的資訊(Person conducting the inventory)：列出人員名稱、部門以及聯

絡電話等資訊。

4. 系列所在位置(Series location)：系列所在位置的資訊；例如：233 號庫房、

B 棟、附錄 1，如果這個系列是位於不只一個典藏地的話，每一個典藏地

都需要註明在清單目錄上面。

5. 系列標題(Series title)：給予每一個系列一個簡短的標題，這個標題可能

是來自好幾個來源：

(1) 機構運用在例行公事上所訂定的一般性標題，例如：員工檔案、計畫

報告書。

(2) 填寫清單目錄的人所編製的標題，例如：財產管理文件、會議記錄複

本、貸款相關檔案。

(3) 依照文件的形式來編製出符合描述整個系列的標題，例如：提貨單、

個人活動的通知書、季報。

6. 涵蓋的日期(Inclusive dates)：列出每個文件系列產生的最早及最後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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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也就是所涵蓋的日期範圍，這個資訊是在提供檔案描述的部分，並

且用於文件保管期限表保存永久檔案的目的，這部分也包括了文件在何

時應該被銷毀或移轉到文件中心的相關訊息，最後，他也提供了文件系

列的成長率等資訊。

7. 系列描述(Series description)：一個明確的系列描述是要以成功著錄在目錄

清單及保管期限表的訊息為基礎，這對於NARA 在往後的鑑定工作上面

很有幫助，也可能是用來明確定義出文件系列的標題。

8. 媒體(Medium)：是指文件所使用的載體是紙本的、微縮片、電子文件、

視聽類或者是結合以上各種載體的混合式。

9. 編排方式(Arrangement)：指出檔案的編排方式或者建檔系統，使用方式等

資訊，例如：包括主題分類系統及編排方式，可能是用主題、地理名稱

等的字母來排序，契約的編號，或者日期的順序等。如果這個系列並沒

有註明是用什麼方式來編排的，那麼可以註記"unarranged"，如果在系列

中有附屬層級，那麼也應該要註記。

10. 尺寸數量(Volume)：這裡是指文件系列的實體尺寸，包括：高度、寬度

以及深度等資訊，並且包含了檔案的數量。

11. 年成長(Annual accumulation)：是指每個系列的年成長率，如果文件已經

不再成長了，那麼應註記為"none"。

12. 處置(Cutoff)：指出文件多常被處置一次以及最後一次處置是何時，如果

他們沒有被處置，那麼應當解釋如何去分割非現行文件及現行文件，處

置可能包括銷毀或者結束這個系列，也可能是指移轉等相關訊息。

13. 生命週期的參考資訊(Reference activity)：指文件系列的生命週期，在經歷

過處置之後，應當被編入下列三個目錄中：

(1)現行文書(指每個月超過一次的使用次數)

(2)半現行文書(指每個月不到一次的使用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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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現行文書(指處理現行事務中已不需要的)

14. 文件狀態(Vital records status)：無論是法律或者是財務方面相關的文件，

都應該註明他是複本或是原件。

15. 複製品(Duplication)：在表格或是內容中註明其為複製品。

16. 查檢工具(Finding aids)：在附註中記載文件系列所有的檢索工具，特別是

對於永久保存的檔案，檢索工具識別了特殊系列中的內容，讓使用者可

以定位出個人文件、卷夾或者系列的其他部分，可能包含索引、文件清

單、分類表以及手冊等工具，需要明確的記載檢索工具的位置。

17. 檢索及使用上的限制(Restrictions on access and use)：在附錄中記載所有特

定系列在檢索及使用上的限制，有兩個主要的限制如下：

(1)個人隱私：為了防止個人的隱私暴露，通常會加以設限，例如：報税

單、醫療紀錄以及其他個人文件等。

(2)國家安全：牽涉到國家機密的資訊，都應該加以保護設限，以防國家

重要機密的安全性受到侵害。

18. 永久保存檔案的狀況(Condition of permanent records)：在附錄中記載檔案

實體的狀況及典藏需求，例如：溫溼度、電子設備、蟲害以及不適當的

安全保護等資訊。

19. 處置授權(Disposition authority)：如果系列有被授權處置，需要列出保管

期限及編號，如果這個系列沒有被授權，在清單中註明"unscheduled"，

如此才能確認檔案是被妥善保存的，並且詢問原產生單位，來訂定出文

件最適當的保管期限。

此外，在美加兩國檔案管理界共同發展的檔案描述內容規範(Describing

Archives: A Content Standard，DACS)，檔案描述資訊包含：(1)描述檔案資料

(Describing Archival Materials)；(2)描述產生者 (Describing Creators)；(3)名

稱形式 (Forms of Names)等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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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CS 將描述層級區分成兩個部分，一為單一層級的描述方面

(single-level descriptions)，二為多層級的描述方面(multilevel descriptions)，

以下針對兩種描述層級的需求逐一說明：

(一) 單一層級的描述需求

單一層級描述可以描述檔案的任何一個層級，(例如：全館層級、全

宗、系列、件等)，還包含了任何介於兩層級間的層次皆可適用(例如：

副全宗、副系列)。而單一層級描述的需求可分為最低需求的著錄元素以

及最大需求的著錄元素，並且涵蓋了單一層級的附加價值在內。

1. 單一層級的最低需求

著錄元素包含：

(1)參考代碼元素(Reference Code Element)

(2)典藏地點與名稱(Name and Location of Repository Element)

(3)檔案描述項目的名稱元素(Title Element)

(4)日期元素(Date(s) Element)

(5)高廣元素(Extent Element)

(6)產生者名稱元素(Name of Creator(s) Element)

(7)範圍與內容的描述元素(Scope and Content Element)

附註：作一段描述檔案範圍與內容的簡短摘要。

(8)檔案保存的狀況元素(Conditions Governing Access Element)

(9)語言和手稿方面的資料元素(Language and Scripts of the Material

Element)

2. 單一層級的最大需求

描述著錄元素應包含：

(1)參考代碼元素(Reference Code Element)



我國政府機關檔案系列層級及其標準號碼建置之研究

34

(2)典藏地點與名稱(Name and Location of Repository Element)

(3)檔案描述項目的名稱元素(Title Element)

(4)日期元素(Date(s) Element)

(5)高廣元素(Extent Element)

(6)產生者名稱元素(Name of Creator(s) Element)

(7)範圍與內容的描述元素(Scope and Content Element)

附註：需完整的描述檔案範圍與內容。

(8)檔案保存的狀況元素(Conditions Governing Access Element)

(9)語言和手稿方面的資料元素(Language and Scripts of the Material

Element)

(10)行政/傳記歷史元素(Administrative/Biographical History Element)

(11)檢索點(Access points)

3. 單一層級的附加價值(Single-level Added Value)

在單一層級方面，為了對使用者及檔案管理人員提供檔案描述的附

加價值，需要被描述的元素包括：

(1)參考代碼元素(Reference Code Element)

(2)典藏地點與名稱(Name and Location of Repository Element)

(3)檔案描述項目的名稱元素(Title Element)

(4)日期元素(Date(s) Element)

(5)高廣元素(Extent Element)

(6)產生者名稱元素(Name of Creator(s) Element)

(7)範圍與內容的描述元素(Scope and Content Element)

附註：需完整的描述檔案範圍與內容。

(8)檔案保存的狀況元素(Conditions Governing Access Element)

(9)語言和手稿方面的資料元素(Language and Scripts of the Material

Element)

(10)行政/傳記歷史元素(Administrative/Biographical History Element)

(11)檢索點(Access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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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典藏時所需要被描述的其他元素

(二) 多層級的描述需求

多層級描述可以從任何一個層級開始描述(例如：全宗層級、系列層

級)並且涵蓋了至少一個副層級，典型的多層級描述一般是運用到一個廣

泛的累積，例如：全館、全宗、文件系列。在ISAD(G)對於描述性的架

構方面所承認的四個層級為：全宗(fonds)、系列(series)、案卷(file)以及件

(item)，DACS所提供的元素可以依據任何一個標準來明確地描述檔案的

層級。

1. 多層級的最低需求

描述著錄元素包含：

(1)參考代碼元素(Reference Code Element)

(2)典藏地點與名稱(Name and Location of Repository Element)

(3)檔案描述項目的名稱元素(Title Element)

(4)日期元素(Date(s) Element)

(5)高廣元素(Extent Element)

(6)產生者名稱元素(Name of Creator(s) Element)

(7)範圍與內容的描述元素(Scope and Content Element)

附註：作一段描述檔案範圍與內容的簡短摘要。

(8)檔案保存的狀況元素(Conditions Governing Access Element)

(9)語言和手稿方面的資料元素(Language and Scripts of the Material

Element)

(10)對於最高層級以及其副層級方面的關聯性，應當做一全面性的描

述，DACS在第三章編排的系統元素(System of Arrangement

Element)部分有對副層級方面的描述有做一些相關規範。

對於副層級(例如：副系列)方面的描述元素應當包含其較高一層級(例

如：系列)所涵蓋的所有多層級描述元素，並且應清楚的描述出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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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聯性。

2. 多層級的最大需求

描述著錄元素包含：

(1)參考代碼元素(Reference Code Element)

(2)典藏地點與名稱(Name and Location of Repository Element)

(3)檔案描述項目的名稱元素(Title Element)

(4)日期元素(Date(s) Element)

(5)高廣元素(Extent Element)

(6)產生者名稱元素(Name of Creator(s) Element)

(7)範圍與內容的描述元素(Scope and Content Element)

附註：需完整的描述檔案範圍與內容。

(8)檔案保存的狀況元素(Conditions Governing Access Element)

(9)語言和手稿方面的資料元素(Language and Scripts of the Material

Element)

(10)行政/傳記歷史元素(Administrative/Biographical History Element)

(11)檢索點(Access points)

對於副層級(例如：副系列)方面的描述元素應當包含其較高一層級(例

如：系列)所涵蓋的所有多層級描述元素，並且應清楚的描述出兩者

之間的關聯性。

3. 多層級的附加價值(Multilevel Added Value)

(1)參考代碼元素(Reference Code Element)

(2)典藏地點與名稱(Name and Location of Repository Element)

(3)檔案描述項目的名稱元素(Title Element)

(4)日期元素(Date(s) Element)

(5)高廣元素(Extent Element)

(6)產生者名稱元素(Name of Creator(s) Element)

(7)範圍與內容的描述元素(Scope and Content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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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需完整的描述檔案範圍與內容。

(8)檔案保存的狀況元素(Conditions Governing Access Element)

(9)語言和手稿方面的資料元素(Language and Scripts of the Material

Element)

(10)行政/傳記歷史元素(Administrative/Biographical History Element)

(11)檢索點(Access points)

(12)典藏時所需要被描述的其他元素

對於副層級(例如：副系列)方面的描述元素應當包含其較高一層級(例

如：系列)所涵蓋的所有多層級描述元素，並且應清楚的描述出兩者

之間的關聯性 (SA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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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檔案系列及相關描述規範

一、英國國家檔案館之控制層次

英國檔案界對於檔案的控制層次之劃分有其獨特性，迥異於美、加等

國，該國之檔案控制層級分為六種，分別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分述如下：

(一) 檔案館層級（repository level）

以數字「0」表示檔案館層級，此一層級只有檔案館的情況才會用

到，如：出版全國檔案館之館藏目錄。

(二) 管理層級（management levels）

以數字「1」代表管理全宗，可再細分為「1.n」副管理全宗

（sub-group），亦可再往下複分「1.nn」（possible sub-subgroups）。此一

層級用在全宗層級之上，指出實際產生單位的群組關係，國際間並無

此一層級，有些館員稱此一層級為「超級全宗」（super-fonds）。

(三) 宏觀描述層級（macro descriptive level）

以數字「2」代表宏觀描述層級，其中「2」為全宗層級

（group/collection：fonds），其下可再複分為「2.n」即副全宗（subgroup），

在往下複分為「2.nn」即副副全宗（possible sub-subgroups）。全宗是實

體控制最大的單位，依檔案產生單位的特性，將相同的產生者的檔案

形成一個全宗，例如：外交部檔案全宗。

(四) 主要控制層次（main control level）



我國政府機關檔案系列層級及其標準號碼建置之研究

39

以數字「3」代表主要控制層級，檔案描述之主要層級為系列（series

或 class），在其下可再複分為若干個副系列（possible subseries）。系列

的形成是將相同的功能（function）、形式（form）或資訊內容（information

content）的檔案，予以彙集或排序處理，以形成一個系列。

(五) 微觀描述層級（micro description levels）

在此層級中包括兩個層級，即：（一）案卷與（二）件層級，分

述如下：

1. 案卷（items 或 file）：以數字「4」代表案卷（英國以 item 表示，

美國則使用 file 或 file folder），案卷是最小實體方便管理的單元，

案卷可以不同形式呈現，例如：案卷（folder）、冊（volume）或箱

（box）的實體形式。

2. 件（piece 或 item）：以數字「5」表示檔案描述最基層的單元-「件」。

英國係以 piece 表示「件」，而美國則以 item 表示。

表3-1 英國檔案控制層級表

控制層級

代號

檔案的控制層級 複分

0 檔案館層級

（repository level）

1 管理層級

（management levels）

1. —管理全宗

1.n —副管理全宗

1.nn—副副管理全宗

2 宏觀描述層級

（macro descriptive level）

2. —全宗

2.n —副全宗

2.nn—副副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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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控制層級

（main control level）

3. —系列

3,nn—副系列

4 4. —案卷

5

微觀描述層級

（micro description levels） 5. —件

以上係英國檔案界將檔案的控制層級區分為五個大的層級，在上述檔案

控制層級中，英國 PRO（目前已更名為國家檔案館）使用”archives group”

代表「全宗」（fonds）；美國地區則採用”record group”一詞。此外，英國

採用”class”相當於國際檔案界普遍採用的”series”（系列）一詞 (薛理

桂，1998)。

二、檔案系列號編碼方式

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系列號編碼與組成方式如下：

(一) 部門代號(department code)

國家檔案館的部門代號用於線上檔案目錄系統的檢索，算是一種具

唯一性的代號，代表每個部門的辨識號碼，主要是由各部門的首字母所

組成，舉例而言：WO 代表War Office、HO—Home Office、

ADM—Admiralty。

(二) 系列號(series number)

系列號通常由部門代號加上一組流水號所組成，流水號乃依據單位

產生檔案的順序所自行編製的一組號碼。其組成結構為：部門代號 + (空

格) + 流水號。舉例如下：

1. WO 32 代表War Office 所產生的編號第 32 個檔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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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M 114 表示 Admiralty 所產生的編號第 114 個檔案系列。

少數的檔案系列號會由兩組號碼所組成，其組成結構為：部門代號

+ (空格) + 流水號 1 + 橫槓(/) + 流水號 2。如：

1. PRO 30/36 表示 Public Record Office 所產生的編號第 30/36 個檔案系

列；

2. IR 130/9 代表 Inland Revenue 所產生的編號第 130/9 個檔案系列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2007)。

英國國家檔案館所使用的檔案編排層級以系列層級為主，英國國家檔案

館所編製的檔案系列號，乃是由各部門具有唯一性之部門代號，加上一組流

水號，所架構而成，其流水號代表的即是檔案產生的順序，但少數檔案系列

號會使用兩組號碼甚至不同形式所組成，其主要的依據以系列的連續性為基

礎；英國檔案系列號的編製相當簡單明確，整組號碼並不冗長，因此，運用

在線上檢索檔案時亦十分便捷。

列舉英國國家檔案館有關外交部檔案採用四個層級的範例如下：

FO 84 / 2030 no.140

全宗 系列 案卷 件
(說明：FO指外交部，Foreign Office之縮寫)
圖 3-1 英國國家檔案館外交部檔案編排層級範例

我國檔案系列號亦可參酌此種形式，首先應先將描述層級提升至系列，

再以人事行政局所發布之機關唯一代碼為基礎，研製適合我國各政府機關之

檔案系列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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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澳洲國家檔案系列及其控制系統

一、澳洲國家檔案館的檔案控制層次

所有檔案館都需要一控制系統協助文書及其內容的管理、定位、檢索、

描述與提供使用。而檔案控制系統即兼具內部管理與研究者的觀點完成許多

重要功能。澳洲國家檔案館依據 1983 年檔案法，具有下列職責：

 負責公共文書的調查、鑑定、登錄、編排、描述與索引。

 編纂與紀錄公共機構之組織與功能等事項

 出版檔案資料的索引與其他指南。

前述及其他活動需依賴一致性、整合的與系統化的應用以達到檔案控制目

的。因此澳洲國家檔案館建置一全國檔案控制系統，其目標在於：

 重視檔案原則與實務；

 可應用於檔案館所負責的所有文書，不論其典藏地；

 可適應政府行政環境的變遷；

 兼具效能與效益的應用；

 提供廣大使用者有效取用文書及其資訊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1999)。

國家檔案館自 1960 年代早期即用來分類與控制公共文書，如同metadata 標

準，提供結構化與系統化方法蒐集與呈現有關文書及其背景脈絡的資訊，所

建置的聯邦文書系列(CommonWealth Record Series, CRS)系統為提供檔案智能

與實體上的控制的全國檔案資源控制系統。

澳洲國家檔案館的 CRS 系統如同大多數檔案機構的控制系統或檔案

metadata 標準，是基於二項檔案原則的應用；第一，尊重來源，強調檔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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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依文書產生與維護的行政或傳記背景脈絡加以建立與紀錄。第二，尊重原

始順序，重視依現行文書產生與儲存的順序加以維護。甚至在電子文書保存

系統，為證據目的維護文書的累積之重要性。因此 CRS 系統結構的設置，

為了基於行政背景脈絡與檔案來源的控制，系統中定義與紀錄的實體為組

織、機構與個人等檔案產生者之來源資訊，而為了控制文書的產生、處置、

保存與利用，則定義了文書系列及其所包含的文書案件。

茲就澳洲 CRS 系統中所定義與規範的實體單元，簡述其組成：

(一) 組織 (Organisation)

CRS 系統中的「組織」是指整個政府、學習性社會、教堂或企業，

是獨立(或廣義上的自治)，如整個澳洲聯邦政府(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每一組織分配註冊一組控制號碼，例如：

CO 1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CO 31 Colony of Norfolk Island

CO 91 Australian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二) 機構 (Agency)

機構是一獨立與被授權的團體，具有執行其行政功能的責任。一個

機構通常具有：(1)一位依據其階層層級決策職權的主管；(2)一份法律文

書或代表職權的規定以確立其存在基礎及設定其職掌功能；(3)有其自己

的文書保存系統。每一機構亦給於一組控制號加以辨識，如：

CA 12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首相

CA 3167 Overseas Internees Investigation Board 海外拘留者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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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2641 Royal Commission on Television 皇家電視廣播委員會

(三) 人物(Person)

人物是指個人在其處理公共事務產生或累積文書，但文書不在其相

關機構的文書保存系統維護。當其個人文書移轉到國家檔案館時，通常

會將人註冊登記在 CRS 系統。每一個人亦給於一辨識的控制號，如：

CP 23 Rt Hon Viscount Stanley Melbourne BRUCE, PC, CH, MC

CP 555 The Hon James MUIRHEAD, QC

(四) 系列(Series)

系列是由一機構或個人所產生或維護的文書群，不論流通、價值或

現在保管，其組成要件有二：

 是在相同數字、字順、時序或其他可辨識的順序。

 或是基於相似功能、格式、或資訊內容，以相同累積或歸檔程序結
果。

對積累過程而言，格式相似是次要的，像是相同累積或是編排與控

制系統可製造唯一電子化或紙本式文書。對於控制系統目的，一個系列

可由單一文書組成，例如日記、登記簿或檔案。

系列號碼是一組唯一的，由字母與數字混合，以作為辨識每一註冊

登記的系列，唯一的控制號碼之目的在於區隔所有註冊登記的系列。建

立系列號碼，首先要從現行系列字首縮寫表中選擇適當的縮寫。接著會

自動從字首縮寫區塊取得號碼。系列號碼的是由一字母縮寫 (例如

'AWM' -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接著一個或多個數字組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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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M27, B2001, J53. 號碼是自動分配，依序的產生。

二、檔案系列登記與描述程序

澳洲國家檔案館，為控管全國檔案資源，所建置的 CRS 系統，同時維

護一 RecordSearch 資料庫，包含所有政府部門或機構所移轉到檔案館的文書

資訊，以提供檔案資源的開放服務。在資料庫描述每一實體和分配一個號碼

的過程，稱之為註冊(registration)。系統中，由國家檔案館對每一組織、機構、

個人和系列，註冊給予一組唯一控制或註冊號碼。在 CRS 系統中，註冊號

碼間沒有任何意義連結，即機構與系列間，或系列之間是沒有關係的，如此

可提供藉由參照而非全部修訂現有技術文件與控制而顯示實體間關係改變

的彈性。

在系統中，除了每一實體(組織、機構、個人與系列)給予一唯一辨識號

碼的註冊程序，使每一實體都有一組註冊號碼作為辨識與檢索檔案的主要關

鍵，使檔案館資訊及其檔案可由每一控制點取得。此外，對於檔案資訊的描

述，其描述單元主要可分為檔案來源(檔案產生者的背景資訊)與檔案內容(檔

案系列及其文書的內容資訊)，茲分述如下：

(一) 檔案來源

在 CRS 系統內每一層級(即組織、機構/個人、系列、文件) 會聚

集關於行政與文書保存背景、移轉歷史與其他內部行政細節等資訊。

以機構為例，所包含的資訊主要有：

1. 機構名稱

2. 建立與廢止的時間

3. 隸屬的上級機構)

4. 所管轄的下屬機構

5. 所依據的法令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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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 CRS 系統的主要檔案來源，其背景脈絡與連結資訊描述

項目如下：

表 3-2 澳洲國家檔案館 CRS 系統來源實體描述資訊

來源實體 描述項目 連結項目

組織 名稱

選擇的名稱

時間範圍

附註

控制的機構

機構 名稱/選擇的名稱

日期範圍

位址

附註

業務功能

狀態代碼

部長(負責的首長)

隸屬的組織

先前的機構

接續的機構

所轄屬的機構

監督的機構

相關人物

個人 姓

名字

選擇名字

生卒年

相關機構

(二) 檔案系列註冊與描述

檔案系列的註冊，是由機構需填寫「系列登記計畫書」(NAS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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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國家檔案館，才能註冊其文書系列，需提供的資訊如下：

1. 系列名稱；

2. 機構編排系列文書的方法；

3. 機構產生或使用文書的期間；

4. 使用系列的其他機構；

5. 與所要註冊系列密切相關的其他文書系列；

6. 系列主要的目的與歷史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2005)。

檔案館註冊一系列時，資料庫會分配一碼號。每一系列碼號前為

一字母，代表所註冊與文書負責的檔案單位，例如 A 為坎培拉檔案局，

C 為新南威爾斯檔案局。對每一系列的文件也蒐集辨識性與描述性資

訊，原則上依賴其紀錄的機構與個人的原有詳細內容。文件號碼或控

制符號是引用符合其個別系列號碼。若在國檔館保存，每一文件亦可

引用唯一條碼以精確定位、參考與檢索。來源資訊對文件可由參照到

機構與個人引用相關系列登記與移轉文件取得。檔案館亦在資料庫中

註冊登錄文書系列，使檔案館可辨識、控管、儲存與檢索文書檔案。

檔案館儲存了數千個機構的數百萬文書，聯邦政府文書系列(CRS)系

統是一複合系統使檔案館可紀錄所有機構，及其產生與控管的文書系

列，和儲存的委託紀錄。

如同前述，一文書系列是由相同累積或歸檔程序而來的，以相同

數字、字順或其他可辨識的順序，或以相似的形式或資訊內容。通常

是由同構的活動結果加以併存，即一文書系列必須有一編排體系，或

以字母順序，或以時序等方式。相同系列可由多個機構經歷多年所產

生與紀錄。例如：政府在 1953 年成立移民部總辦事處，檔案館註冊

此機構為 CA51；1974 年成為勞工與移民部，檔案館登記此新機構為

CA1775；歷經多次改名，到 1996 年成為 CA8243，移民和多元文化

事務部總辦事處。1953 年移民部開始以 CRS A446 為一通信檔案系

列，此系列由移民部登記，由其承繼者，直到移民與多元文化事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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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機構持續紀錄。資料庫中登記的每一系列可連結到所有相關機構，

以研究者與檔案館員可查尋特定機構產生的所有系列。

CRS 系統中，檔案系列主要描述與連結資訊如表 3-3 所示：

表 3-3 澳洲國家檔案館 CRS 系統檔案系列描述資訊

實體 描述項目 連結項目

系列 名稱

累積的日期範圍

內容的時間範圍

編排系統

主要形式/文件尺寸大小

控制符號的範圍

重要代碼

附註

所隸屬的系列

先前系列

相關系列

轄屬的系列

承繼的系列

紀錄的機構/人

控制的機構/人

系列描述的主要項目如下：

1. 系列號碼

系列號碼即同前述，是由國家檔案館給予的一組唯一控制號碼。以

作為控管與取用檔案資源的重要關鍵值。

2. 名稱與日期範圍

系列名稱是系列正式、官方名稱。系列名稱有二大目的：(1)在相似

控制系統下區別類似的文書，從文書的解釋或由分析移轉的技術文

件； (2)傳達盡可能有關文書的資訊，以協助使用者決定是否進一

步查看文書更完整描述，或關於文書內容的文獻。名稱應由國檔館

人員透過文書調查所決定，並尋求紀錄或移轉此系列的機構或個人

之建議。名稱應是整體系列的合集名字，系列日期範圍，以及紀錄

的機構名稱，指示系列的本質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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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期與範圍

4. 編排系統與控制號的範圍

5. 附註

附註資訊應包含系統列描述、系列變革、先前登記系統移轉、取用

狀態、與未登記之系列的連結、系列保存、系列權責人員等註記性

資訊。

6. 機構與個人紀錄和控制

主要可分為紀錄的機構、紀錄的人物、控制的機構、與控制的人物

等項。

7. 先前與後繼的系列

8. 隸屬、轄屬、與相關系列

9. 可用的指標

10. 實體屬性

在實體上的屬性，描述項目包括：主要形式、文件尺寸大小、國家

檔案館保管的數量、所有權、重要指標、註冊規範、以及集合的系

列等。

11. 註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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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各國檔案控制層次及系列編碼之比較

由前述美國、加拿大、英國與澳洲等國家檔案主管機構或國家檔案館，對於

檔案資源之編排，主要皆依據檔案是由文書依一定歸檔轉化與有機成長直接積累

的本質，以尊重來源理論、全宗原則與尊重原始順序等理性基礎，以多層級的檔

案控制層次方式，編排與描述所有的檔案資源。茲就各國檔案控制層次的架構與

檔案系列編排方式，分析比較如下。

一、檔案控制層次與描述架構

在控制層次上，美國與加拿大是以全宗、系列、案卷、與文件等四個主

要控制層次為編排層級。英國國家檔案館規範的檔案控制層次有六層，分別

為：檔案館層級、管理層級、宏觀描述層級(即全宗)、主要描述層級(即所謂

的系列層級)、微觀描述層級(包括案卷與件二層級)。澳洲國家檔案館則將檔

案分為系列與文件二層級。

在檔案描述架構上，美加皆以系列為主要描述單元，在文書生命週期的

各種檔案活動的控制，NARA 以文書系列作為主要處置與管理的層級；在檔

案館的資源控制方面，是以參酌圖書館界所發展的檔案與手稿機讀編目格式

(MARC AMC)作為檔案館藏自動化管理系統的描述架構，MARC AMC 即以

系列為主要描述單位。此外，檔案館亦以全宗為整體描述單元，進行檔案全

宗目錄或手稿館藏登錄簿等檔案查檢工具，以提供使用者有關該檔案集合的

來源之背景資訊，以及全宗、系列、案卷及件等多層次完整的內容資訊。而

英國在六大層級上，描述層級亦以檔案本身控制層次為主體，即包含全宗、

系列、案卷與文件等四層級，主要描述層級則以系列為主。澳洲國家檔案館

為控制與管理聯邦政府所有檔案資源，建置 CRS 系統作為全國檔案資源控

制系統，該系統即以檔案系列為主要描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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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系列組成與編碼系統

由前述分析可知，各國對於檔案控制層次的編排與描述等檔案資訊組織

工作，皆以系列為主要處理單元，對於系列的定義及其組成要件，皆是指由

機構或個人所產生與維護的文書集合，主要是由機構的下屬單位、業務、或

功能的組成，因此可包含產生檔案的特定業務與歸檔架構等背景與內容資

訊。藉由檔案系列的描述，往上可承接檔案全宗層級之宏觀的面向，往下可

延展至案卷與案件等微觀資訊。因此，檔案系列的組成及其相關來源與內容

資訊的描述，在整體檔案資訊組織程中，美加、英國與澳洲，皆以檔案系列

為承上(全宗)啟下(案卷與文件)的重要描述與控制單元。

在檔案系列層級的編碼，美國與加拿大並未對系列層級規範統一的標準

號碼；英國國家檔案館所編製的檔案系列號，乃是由各部門具有唯一性之部

門代號，加上一組流水號，所架構而成，其流水號代表的即是檔案產生的順

序，但少數檔案系列號會使用兩組號碼甚至不同形式所組成，其主要的依據

以系列的連續性為基礎；如外交部的檔案，其編碼為 FO 84，全宗號為 FO

是指外交部(Foreign Office 之縮寫)，系列號 FO 84，84 為流水號組成。澳洲

國家檔案館的 CRS 系統，控制實體包含組織、機構、個人與系列，前三者

是屬檔案產生者的來源資訊，對於檔案資源的描述主要是以系列為主。對於

每一組織、機構、個人和系列，國家檔案館皆加以註冊，並給予一組唯一標

準號碼。各實體的註冊號碼間沒有任何意義連結，即機構與系列間，或系列

之間是沒有關係的，如此可提供參照，並保有非得全部修訂現有技術文件與

控制而顯示實體間關係改變的彈性。系列號碼是一組由字母與數字混合而成

的，字母是由現有系列名稱縮寫構成，數字則是是自動分配，依序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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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政府機關檔案控制層級現況與專家討論

第一節 國內檔案控制層級與描述現況

一、檔案管理局

我國「國家檔案描述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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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檔案層級的編碼在全宗號及系列號之相關規定及標準如下：

(一) 全宗號

全宗號標記採 11 碼混合標記，第一碼以英文字母標示，代表檔案

來源種類；後 10 碼著錄檔案產生機關(構)、團體或個人之代碼。第一碼

依政府機關、私人機構、以及個人等檔案來源加以區分，取號原則規範

如下：

1. 檔案來源為政府機關檔案，且來源機關屬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全國公

務人員人是資訊統一代碼本(以下簡稱代碼本)所載者，第一碼著錄

「A」，第 2碼至第 11 碼著錄該機關代碼。

2. 檔案來源為政府機關檔案，且來源機關屬代碼本未載者，第 1碼著

錄「B」，第 2碼至第 9碼著錄機關名稱之四角號碼，第 10 碼至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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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著錄順序號(如：01、02)。機關名稱取號時，如遇名稱冠有上級機

關者，其上級機關部分不予取號 (如：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取號以軍事

情報局為主)。

3. 檔案來源為私人機構、團體或外國政府機關檔案，第 1碼著錄「C」，

第 2碼至第 9碼著錄機構或團體名稱之四角號碼，第 10 碼至第 11

碼著錄順序號(如：01、02)。機構或團體名稱取號時，如遇名稱冠有

「私立」、「中華民國」、「財團法人」、「股份有限」、「股份有限公司」

等字樣，應略之，不予取號，如為國外機關/構或團體，則冠其國別

後，再予取號。

4. 檔案來源為個人檔案，第 1碼著錄「D」，第 2碼至第 9碼著錄機構

或團體名稱之四角號碼，第 10 碼至第 11 碼著錄順序號(如：01、02)。

前述各式檔案來源的全宗號，編碼實例為：

例 1：檔案來源為總統府(屬代碼本所列機關)，著錄：A200000000A。

例 2：檔案來源為台灣省菸酒公賣局(非屬代碼本所列機關)，著錄：

B4032904001。

例 3：檔案來源為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著錄：C8060603001。

例 4：檔案來源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著錄：C3821303301。

(二) 系列號：

系列號則以著錄機關(構)、團體或個人原賦予之分類號為主；未於

徵集前完成整理者，則由檔案管理局編目人員採 6碼數字順序標記(如：

000001、000002、000003)後，於本項目著錄其 6碼之分類號。

例 1：國民大會全宗下之「會議記錄」系列，依國民大會檔案分類表之

分類號為 513。著錄：513。

例 2：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全宗之「台灣政經情勢」系列，其分類號

由本局編定為 000001。著錄：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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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系列層級著錄欄位表

項目名稱 識別號

VRA 項目 ID Number

著錄層次 系列/副系列

必要性 必要項目

可重覆性 不可重覆

備註 系統自動帶出

子項目名稱 必要性 備註

全宗號 必要 系統自動帶出著

錄於全宗層級之

全宗號。

子項目

分類號 必要 系統自動帶出該

系列/副系列之分

類號。

實例：國民大會全宗下「會議記錄」系列，依該機關檔案分類號為 513。

著錄：

全宗號：A100000000A。

分類號：513。

檔案管理局自民國 9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案卷及案件兩層級編目作業，

目前各機關的檔案分類與保管期限表分為類、綱、目、節、項五層級，但由

於各機關所使用到的最小層級不同，導致分類的繁簡度不一，因此檔案管理

局正在規劃將分類表最後一、二層列為系列名與副系列名，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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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檔案管理局檔案分類及保管期限表(部分)
類 綱 目 節 類目名稱

03 計畫協調推動作業

09 其他

03 年度施政計畫

01 計畫研(修)訂

02 計畫先期作業

03 計畫執行及考核

99 其他

03 培訓及合作交流

01 檔案管理人員培訓

01 自行培訓

02 合作培訓

03 教材編製

99 其他

02 合作交流

01 政府機關

02 學術機構

(類表以下省略)

由於檔案管理局目前現行文書的分類表所使用之最小層級為「節」，因

此「檔案管理人員培訓目」為一個系列名，「自行培訓」、「合作培訓」、「教

材培訓」及「其他」為副系列名。

檔案管理局表示，系列層級的推動主要應針對國家檔案及國家檔案館的

典藏，以政府單位的機關檔案來講，主要強調是提供應用的便利性，以增加

檔案的使用率，檔案管理局在某種層面上算是行政機關，因此，較不適宜推

動檔案系列層級的編排描述，檔案管理局所考量的是會影響檔案的檢索效

率，因而，在施行上會遭遇到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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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檔案管理局的立案編目作業之 EAD 欄位方面，已編製系列名及

副系列名之欄位，舉例如下：

表 4-3 檔案管理局立案編目作業之 EAD 欄位

EAD 系列名 EAD 副系列名

輔導 榮團會

輔導 建教合作

輔導 榮民遺物處理案

表 4-4 檔案管理局立案編目作業之 EAD 設定

EAD 設定

編排方式：依業務性質編排

系列名：輔導

副系列名：榮民遺物處理案

內容摘要：退輔會塑膠工廠辦理亡故榮民遺產列管、遺產繼承、喪葬補助，以及

公告舉行春(秋)祭儀式等事項，並將相關資料陳報退輔會。

以此範例來說，在「輔導」系列之下涵蓋了「榮團會」、「建教合作」以

及「榮民遺物處理案」三個副系列，檔案管理局在 EAD 編目作業上以副系

列為一內容摘要的基本單位，因此，在這個系列之下，總共需要描述三筆副

系列的資料。

若是依照國外以系列為主要編目的單元，則只需描述一筆資料，在描述

系列的內容時，將副系列名列入摘要中，即使是利用全文檢索，亦可以直接

查詢到所涵蓋的副系列有哪些，並不妨礙檢索效率，並且可有效減少檔案管

理人員在人工作業編目上所花費的心力。

檔案管理人員在做案情摘由時，最常面對的問題有兩項：(1)大量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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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在整理上的困難。(2)何者該歸檔？文件之間的區隔為何？

檔案管理局建議成立文件中心，並且在文件中心間段建置檔案系列號，

當現行文件仍在機關之內時，若制定檔案系列號，假以時日，在檔案經過鑑

定之後，也許會發現檔案無永久保存的價值，在屆滿保存年限時無移轉必

要，將導致系列號的不連續性以及多餘的編製作業，因此，現行文書無建置

系列號之必要性。

依照大陸的做法，檔案的移轉分為三個階段如下：

第一階段在機關  第二階段到文件中心  最終階段移轉檔案館

當檔案還是現行文件時，在機關內已做過一初步篩選，將不具保存價值

的文件銷毀，並將具有保存價值之文件送往文件中心，當檔案屆滿保存期限

時，再做一次鑑定篩選，將具有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移往檔案館，檔案在經

過層層篩選後，可以保障檔案的質，並控制檔案的量；但台灣目前仍無文件

中心的成立，因此檔案幾乎未經過進一步的審選作業，若要建置檔案系列

號，首先應從成立文件中心開始做起，可先從成立同質性的文件中心為主，

例如：外交類、兩岸關係或者金融類等文件中心，由文件中心來先行篩選，

在建置標準化的檔案系列號碼，應較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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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部

依據檔案學之原理與原則，檔案的描述層級分為全宗(副全宗、副副全

宗)、系列(副系列、副副系列)、案卷以及件四大層級，全宗乃是機關的各單

位隸屬，而系列則是將機關分至最小單位的業務職掌，主要依據單位業務與

功能來區分為不同的系列，係依檔案產生者保存個別文件的單元，通常案卷

是透過立卷而組合在一起。檔案產生時，未便於管理與保存，通常透過立卷，

將性質相同的文件裝訂在一起，稱為「案卷」。最基本的層級是件，件是個

別的文件，是組成上一個層次，「案卷」的基本單元。

以經濟部為例，經濟部檔案分類表可以檔案控制層次分為四個層級，主

要依據經濟部之組織架構及負責之業務來區分，在全宗層級方面，以”經濟

部”作為一個完整的「全宗」，而經濟部之下之ㄧ級單位可算是「副全宗」，

例如：秘書室、總務司及人事處，在總務司之下又可細分為出納科、檔案科、

事務科等，可算是「副副全宗」，其出納科所掌管之薪資業務所產生之檔案，

即可稱為是一個系列，假設以下依年度分為 95 年度、94 年度以及 93 年度之

薪資檔案，則可稱為不同之副系列，因此，根據經濟部檔案保存期限分類表，

經濟部檔案描述層級也可用系列作為描述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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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秘書室 人事處 總務處

人事管理綱 人事動態綱
考績、獎懲、

假期綱

綜合目

職位分類目

兵役目

陳情目

本部人員陳
情

部屬行政機關
人員陳情

其他陳情

個別人員
之陳情表

全宗

副全宗

系列

副系列

案卷

件

圖 4-1 檔案四層級應用於經濟部檔案分類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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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可分為類、綱、目、節、項五大層

次，舉例而言，經濟部政風處的類號是 06，其下之綜合業務綱號為 1，可說

是一個系列，以下在細分為法令規章 (其目號為 1)、政風監督小組(其目號

為 2)、政風機構聯繫會報(目號為 3)、政風工作計畫、檢討(目號為 4)、政風

業務監督考核(目號為 5)、政風機構績效評比(目號為 6)，以上可說是副系列，

若以法令規章為例，以下又可分為本部政風法令規章與上級函轉法令規定，

其可算是副副系列，若是依照經濟部既定之檔案分類模式，則檔案描述人員

需要針對每一個層級做一描述，在面對龐大檔案數量及種類時，不可否認是

一項沉重的負擔。但若是依照檔案四層級之概念，可進一步發現到，政風處

綜合業務即可稱為一個系列，若是以系列作為描述的單位，則不需要分別描

述下列細部之檔案資訊，僅需描述一筆系列檔案內容，可充分節省檔案編排

描述人員的時間及精力。

表 4-5 經濟部政風處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部分)

類 綱 目 節 項 類目名稱

06 政風類

1 綜合業務

1 法令規章

1 本部政風法令規章

2 上級函轉法令規定

2 政風監督小組

3 政風機構聯繫會報

4 政風工作計畫、檢討

5 政風業務監督考核

6 政風機構績效評比
(類表以下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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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濟部檔案為例：

上層結構(政府機關組織體系的分類) 經濟部全宗號
機關檔案 = ————————————————- = —————--
系列號 下層結構(原機關所採用的檔號) 經濟部檔號

政風處綜合業務系列號 = 061 = 0 6 1

類 綱

(06-政風處)(綜合業務)

經濟部全宗號 313000000G
政風處 = --------------- = ------------

綜合業務系列號 系列號 061
= 06 / 1

(類 /綱)

系列層級之描述方式可有效節省檔管人員描述個別案卷的時間，機關檔

案系列號之編製亦可簡化目前機關檔案分類號之複雜程度，尤其像每年檔案

成長量相當龐大的經濟部。

目前經濟部已依照檔案管理局之案卷及案件兩層級進行編案作業，在確

定半年無文件繼續增加時，將宣告結案並編案建檔描述，依照「檔案分類編

案規範」規定，檔號係由－年度號.分類號.案次號.卷次號.目次號－依序組成

之一組號碼，保存 10 年以上檔案之年度號重要性較不若現行文件般重要，

因此可編製檔案系列號作為檢索及歸檔之依據，且由於現行文件之調檔次數

較為頻繁，若使用系列層級之描述層級，可能導致使用者無法檢索到較細部

之檔案，較易造成查檢上的不便，建議將保存 10 年以上的文件移往文件中

心(或稱為中間檔案館)，以系列作為主要描述單位並編製檔案系列號，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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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後再經過檔案鑑定的過程，決定銷毀或者保存，具有永久保存價值

之檔案應移往國家檔案，並使用國家檔案系列號來作為管理及編排之主要依

據。

三、教育部

教育部文書的產生流程為，先由文書端產生文書後，由原承辦人員給定

所屬的分類號，文書辦理結束後進入檔案科依照它的類別歸檔，96 年以前

先將檔案歸到所屬的類別，依照次序，先分卷再編目；自 96 年起推行案卷

及案件兩層級後的編排方式為，在每一個分類號下先做立案，依據每一個分

類所屬的類別，再去做立案，將相同的案件歸入同一案卷，減少逐一查看主

旨項的時間，目前並沒有使用系列層級來編排。

教育部採用的檔案分類法，從民國 30 幾年開始實行，62 年始將其印刷

成冊。分類的方式，按照一級行政單位分類，分成類、綱、目、節四個層級。

因為教育部業務內容較固定，原則上不增加新類號，除非面臨學校的改制。

保存年限表由教育部檔案科與業務單位共同制定，檔案科先訂定保存年限表

再交業務單位參考，之後再共同討論以決定。通類方面有加以統一規範，至

於專類則交由各單位自行協商細分，並有附表加以詳分。分類號由各單位提

出類表的需求自行擬定，目前是類、綱、目、節四層級，未到項層級。但仍

太細，希望能夠提升到目層級，以目層級列為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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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檔案四層級應用於教育部檔案分類表示意圖

以教育部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而言，教育部可說是一整個全宗，

教育部底下以社會教育司為例，社教司可說是副全宗，而其下面所辦理的各

不同業務便是系列，例如：綜合業務、國立社教機構等。而系列之下又可再

區分為副系列，例如：綜合業務之下的法令規章、規劃綱要、社教有功團體

及個人表揚等，即為副系列。

教育部

社會教育司 高等教育司

綜合業務 綜合業務 法規研擬及修訂

(列)

法規研擬及修訂

社教有功團體及個人表揚

表揚活動規劃

名冊資料

個別名冊資料

全宗

副全宗

系列

副系列

案卷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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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部分)

類 綱 目 節 項 類目名稱

15 社會教育類

01 綜合業務

01 法令規章

02 規劃綱要

03 答詢協調聯繫

04 社教志工制度

05 會議會報講座

06 調查統計

07 社教有功團體及個人表揚

01 名冊資料

02 表揚活動規劃

08 陳情申訴檢舉

99 其他

02 國立社教機構

01 法令規章

(類表以下省略)

以教育部檔案為例：

上層結構(政府機關組織體系的分類) 教育部全宗號
機關檔案 = ————————————————- = —————--
系列號 下層結構(原機關所採用的檔號) 教育部檔號

國立社教機構系列號 = 1502 = 1 5 0 2

類 綱

(15-社會教育司) (國立社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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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全宗號 309000000E
社會教育司 = --------------- = --------------

社教機構系列號 系列號 1502
= 15 / 02

(類 / 綱)

表 4-7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部分)
類 綱 目 節 項 類目名稱

73 十二年基本教育類

01 實施計畫

01 補助私立高中職學生學費—
縮短公私立學費負擔之差距

01 法令規章

02 政策計畫

03 專題研究

04 工作報告

05 會議與紀錄

06 一般答詢

07 行政督導管理

02 高中職優質化

01 法令規章

02 政策計畫

(類表以下省略)

以教育部檔案為例：

上層結構(政府機關組織體系的分類) 教育部全宗號
機關檔案 = ————————————————- = —————--
系列號 下層結構(原機關所採用的檔號) 教育部檔號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系列號= 7301 = 7 3 0 1

類 綱

(73-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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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全宗號 309000000E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 = --------------

實施計畫系列號 系列號 7301
= 73 / 01

(類 / 綱)

教育部目前有 2300 個分類號，按照流水號歸類成卷，分類號的名稱就

是案名，96 年起配合案卷著錄，先做部分的編案作業，例如：教育部的計

畫及重要主題、高教司計畫、施政計畫等教育部及行政院列管計畫，是由原

來的分類號再另外立案。

因檔案管理單位不了解業務單位的業務功能，是故，若要建立系列，需

由業務單位來提出各系列名稱，較符合需求，也較不會造成檔案管理人員的

負擔，又因文量很多，各單位有不同需求，許多需要用系列層級做描述的部

分打散至各單位，例如：每一個業務單位有法令規章，為了達到後續辦理業

務的需求，各業務單位會要求其到達自己所屬的分類號下辦理，其實依照檔

案的原理應當歸到系列層級下，但擔心實體檔案的調檔上會有問題，因此未

集中管理；另外在學籍資料方面，高教司與技職司皆有相關資料，應當整合

起來作為一個系列，但目前為各機關調檔方便，仍是打散至各單位，因此應

當進而提升至系列層級，不過以目前的狀況而言，施行上仍有困難，以檔案

種類來講，像是照片檔案，部裡的新聞稿有一些照片資料仍未整理，存放在

各單位，建議可以進一步整理至一整個系列，對於保存教育部裡的重要記憶

有相當大的幫助，教育部目前推行的兩性平等教育，由各單位分頭進行，橫

跨 33 個單位，亦可整合起來歸入同一個系列，但以目前每天產生現行文件

800-1000 件，已委外 12 個人進行建檔，就現有的人力來講，作系列層級之

編排描述會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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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檔案系列層級及其標準號碼建置之專家討論

為取得政府機關或檔案管理人員對我國全國檔案系列號體系建制之建議與

看法，故採用焦點團體座談方式，其參與代表與討論內容整理如下：

一、檔案系列的層級界定

現階段各機關對於檔案系列層級的定義各有分歧，以國史館為例，目前

國史館的系列層級是使用國家檔案分類表來分，例如：蔣中正總統檔案是將

文件與照片類檔案各分為一個系列；但以檔案管理局而言，若針對縣市政府

的每個層級來分各個系列，與目前各機關檔案分類表是否會造成重覆?將成

為一大問題。與會人員認為應先界定系列的定義，大多數人贊同應以行政機

關的最小單位為系列，較可以統一標準。

國內外界定檔案系列層級方面，國外以媒體類型來分各個不同的系列，

而國內可將機關的不同業務性質來區分為不同的系列，例如：檔案應用及檔

案的點收可成為檔案科的兩個系列。

二、檔案系列層級所描述的項目

檔案系列號所描述的項目包含了：此業務沿革的來龍去脈、產生及結束

業務的時間、整個系列中包含了多少件、案卷等等資訊。在系列中所描述的

內容應為業務的承辦範圍，而非檔案本身的內容。未來整個檔案體系應從微

觀的角度改為採較宏觀的立場來看。

三、建置全國檔案系列號的目的

檔案系列號的建置目的為，從文書的產生端開始控制，目標是與各機關



我國政府機關檔案系列層級及其標準號碼建置之研究

68

的檔案分類表結合，以不增加各單位的業務為主，與會人員認為檔案系列號

的建置具備了許多優勢，像是在檔案使用者方面，以歷史學者為例：他需要

了解的是整個歷史事件的脈絡，檔案系列號的編製可反映出業務單位的組織

變革，其描述的項目包含了：此業務沿革的來龍去脈、產生及結束業務的時

間、整個系列中包含了多少件、案卷等等資訊。檔案系列號的建置，可以較

宏觀的觀點來反映出檔案的內涵。但在建置全國檔案系列號需進一步釐清與

克服的問題包括：(1) 具體分析全國檔案系列號的目的與效益為何；(2) 如

何去推動全國檔案系列號？以何種方式較不會造成機關的負擔？(3)推動檔

案系列號的主管機關(檔案管理局)所扮演的角色為何？(4)如何將檔案系列

號體系與現行文書管理階段中檔案分類表結合。

四、全國檔案系列號的建置可能遭遇的困境

與會人員普遍認為，檔案系列號若是使用於國家檔案之上，將具有努力

的空間，本計畫乃針對機關檔案的範疇，相較之下較不適用，目前檔案管理

局推動案卷及案件兩層級，但許多機關配合度並不高，有些甚至連系統都尚

未建構，假以時日若推動全國檔案系列號，機關之配合度應更不如預期，以

下為可能遭遇到的困境：

1.今年起所推動的案卷及案件兩層級已是一大困擾，何況是系列號，負擔應

該更沉重。

2.檔案管理人員的專業度應加以考量，是否能夠確實的描述出檔案系列的內

涵，對檔案管理同仁們來說是一大壓力。檔案管理人員的專業度不如想像

中高，無法站在宏觀的觀點來看整個系列。

3.檔案系列號的推動以目前檔案管理人員之人力來執行，可能將造成相當大

的反彈及負擔，各機關皆不願打亂原本已架構好的體系，檔案管理人員的

心態多半守成，不想去突破。

4.在檔案使用者方面，使用系列層級來編排描述，在檢索檔案時可能會遭遇

檢索結果較不精確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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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置我國檔案系列層級與描述系列的共識

在參酌與會人員的意見後，了解到可能遭遇的困境，像是剛開始施行

時，若是推行至全國八千多個機關，將遭遇到很大的困難，因此，建議從中

央部會層級以上先執行較佳，以目前而言，各機關皆面臨人力不足的困境，

可先尋求一個單位試行，了解實際執行上的困難度，並加以修正，如此可減

少基層人員的負擔。以下提出幾點建議：

(一) 全國檔案系列號碼的推動應視我國國情，不應完全依照美、澳等國體

系如法炮製，且目前國外檔案館針對現行文件的部分沒有規範，尚無

依循的規範。

(二) 可由原本的分類表體系來架構系列號，並先以某機關試行，先看出成

效，各機關較會跟隨政策而加以改變。

(三) 在施行檔案系列號前，需要衡量其對於檔案管理上的幫助是否超過成

本的需求，在經衡量之後再行考量是否有施行必要。

(四) 目前各機關對於檔案系列層級的定義較難確認，建議系列若定義為以

一個機關的最小單位為系列層級，各機關較容易判斷。

(五) 檔案數量龐大，為減少人力負擔，在建構檔案系列號時可以年代作一

切割，例如：民國 96 年起建置系列號，96 年以前不再回溯。如此可大

大減少檔管人員的工作量。

(六) 若系列的建置能有系統性的單位來執行更佳，像是教育部先前舉辦百

件教育檔案展覽時，所遭遇到的困難為教育部的僅收文書類檔案，至

於照片檔案等都需要對外徵集，對於機關內部應用展覽上較不方便，

若要試行檔案系列號的體系，教育部提議從自身做起；目前教育部推

動十二年國教計畫，因文書量龐大，建議經鑑定程序後，可先試行建

置系列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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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檔案控制層次與系列層級描述的理論基礎

檔案管理依一定的檔案工作原則，組織排列檔案、文件和手稿的檔案編

排過程與結果，目的在於對館藏資料進行實體典藏、智能內容、與行政管理

上的控制，以提供研究者快速查詢利用。基於文書與檔案產生與積累的特

質，檔案編排是基於二項檔案原則的應用；第一，尊重來源(Principle of

Provenance)，強調檔案人員依文書產生與維護的行政或傳記背景脈絡加以建

立與紀錄。第二，尊重原始順序(original order)，重視依原有文書產生與儲存

的順序加以維護。

強調來源原則與原始順序，以至於控制層次的實務應用，目的在於促進

檔案的檢索與取用。檔案描述的必要項目為檔案記錄、檔案來源與背景、以

及檔案活動與描述控制等三大類資訊：(Miller, 1990) 1、有關檔案記錄的資

訊：包含智能內容、智能檢索、實體描述與實體取用等資訊項目；2、有關

檔案來源與背景的資訊：是指檔案記錄產生機構或個人的相關資訊。有關組

織單位的資訊應包含現行名稱與過去舊名、前任與現任的負責人及在任期

間、以及立法依據、行政沿革、與主要功能與業務的簡要說明。有關個人的

資訊方面，應包含其生平傳記資訊的簡短摘述。這類有關檔案記錄產生的個

人姓名與機構名稱，都是屬於重要的索引詞彙，甚至列入權威控制檔中，以

促進檔案使用的精確性；3、有關檔案活動與描述控制的資訊：由於處理過

程是一持續進行的活動，因此檔案活動是檔案描述系統中重要的環節與活動

紀錄。

檔案編排與描述是檔案管理與利用的基礎建設，所有檔案館都需要一套

控制系統協助檔案及其內容的管理、儲存、檢索、描述與提供使用，檔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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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統需兼具內部管理與研究者的觀點才能發揮前述重要功能。尤其是國家

級檔案館，更應以全國性檔案資源統一管理的觀點，建置全國檔案資源控制

系統。

各國檔案主管機構，如美國、加拿大、英國與澳洲等國的國家檔案館，

對於檔案編排與描述，皆依據來源理論、全宗原則與尊重原有順序的等理論

基礎，發展出的全宗、系列、案卷及件之多層級的控制層次，作為檔案描述

實務模式。有效管理及提供檢索使用，進行檔案本身、檔案來源、以及檔案

活動等資訊項目之描述，因此，各國皆以檔案系列層級作為檔案描述最重要

的單元。系列的組成主要依據機構的業務、功能，檔案形式，或是資訊內容

等，加以歸檔與彙集相同與相關的檔案集合。

二、各國檔案系列標準號碼及其控制機制

統一標準編號的制定可以有效管理相關資源及其資訊取用服務，例如我

國政府出版品編號(GPN)是國內政府部門相關出版品的唯一辨識號；國際出

版界為控管全球的圖書與期刊資源，所制定的國際標準書號(ISBN)、國際標

準叢刊號(ISSN)。

國際檔案界對於檔案系列標準號碼的編製，英國國家檔案館是以部門代

號(即全宗號)+流水號表示之，例如 FO 84 為外交部的一檔案系列號碼，系列

號碼是接續全宗號。澳洲國家檔案館，檔案系列號碼是一組由字母與數字混

合而成的唯一辨識號碼，是機構向國家檔案館提出申請，字母是由現有系列

名稱縮寫構成，數字則是自動分配，依序的產生，由國家檔案館註冊與分配。

澳洲國家檔案館所建置的 CRS 系統，除檔案系列外，對於檔案產生的組織、

機構與個人等來源，亦加以註冊與描述。系列號碼不同於英國的編碼方式，

與機構或個人等實體的註冊號碼間沒有任何意義連結，即機構與系列間，或

系列之間是沒有關係的，如此可提供參照，並保有非得全部修訂現有技術文

件與控制而顯示實體間關係改變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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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檔案資源控制現況與建置系列控制號碼的可行性

檔案的層級分為全宗、副全宗，系列、副系列，案卷與件四大控制層次，

美加、英國與澳洲等國皆以系列作為基本的描述控管層級。我國檔案管理

局所規範的檔案目錄著錄相關規範，原以案件作為著錄層級，自民國 96 年

通告「各機關皆（須）採案卷層級彙送檔案目錄」起，開始推行的案卷及案

件兩層級；包含教育部與經濟部等中央部會機關之檔案管理單位，皆設法增

修系統功能，並開始採行案卷與案件二層級的目錄描述工作。

政府機關檔案，依據檔案管理局以檔案法第八條第一項有關檔案分類編

案規定，所建立的檔案分類系統架構機關的檔案分類法，分類層級一般區分

為類、綱、目、節及項等五層級。檔號的組成是由檔案年度號、分類號、案

次號、卷次號及目次號依序組成。因此，案卷及案件的編碼皆以檔案分類號

為依據。

針對我國檔案系列層級及其編碼控制系統的可行性，目前各機關檔案分

類表，其類、綱、目、節與項等五層級的區分中，較宏觀的類與綱主要是以

該機關的組織編制或業務功能為區分依據，與美加、英國與澳洲等國家所定

義的系列—由機關下屬單位、業務或功能組成的要件是相同的，在現行案卷

與案件目錄描述系統中，以現有檔案分類的類、綱層級，進行檔案系列層級

的描述，包含有關產生文書之特定業務功能與歸檔架構等內容資訊。既可連

結檔案來源(即全宗)等背景資訊，符合檔案來源原則與尊重原始順序的編排

與描述規範，又可增加現有案卷與案件目錄的整體性資訊，便於檔案自其以

文書產生時，歷經價值鑑定與檔案活動等過程，最後移轉至檔案館典藏及提

供開放使用，控制檔案完整生命週期的有機變動，達到全國檔案資源控制，

進而開放公眾利用政府資訊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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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政府機關檔案系列控制及其標準號碼之可行模式

檔案資源不同於圖書資源，除了內容上的資訊價值外，對於檔案產生的脈絡

背景，更是保存檔案獨特性與證據性的重要價值依據。因此，針對全國性檔案資

源控制系統的建置，在檔案編排上，應以來源原則、尊重原始順序，以全宗、系

列、案卷及個別文件等控制層次加以組織排列。在檔案描述層級上，資訊應包含

檔案本身資訊、來源與背景資訊、以及檔案活動與描述資訊等三大類，因此應以

系列為主要控制與描述的層級。

以全國檔案資源統一管理的整體性觀點，應建置以檔案系列為主要控制與描

述的全國檔案資源控制系統，系統實體的架構模式應包含檔案來源、檔案內容與

關連性資訊，如圖 5-1 所示。

圖 5-1：檔案系列來源、內容與關連模式(Archival Context, Content and Rel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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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檔案資源控制系統中，以系列為主要描述與控制實體，檔案系列之描

述最主要關鍵值為系統辨識號。為有效控制檔案生命週期的任何文書與檔案活

動，應對檔案系列規範一唯一的標準號碼，由機關在檔案產生時，向檔案主管機

關申請註冊，由檔案主管機關分配與核發一組唯一的控制號碼—國家檔案系列標

準號碼，作為檔案資源的標準碼，進而提供為檔案描述、典藏與開放取用等活動

之辨識號。

以系列為主要描述層級，以國家檔案系列標準號碼作為唯一辨識號，所建置

的全國檔案資源控制系統，可兼顧檔案來源資訊(Context Information)，檔案內容

資訊(Content Information)，以及檔案控制層次的關連資訊(Related Information)，達

成全國檔案內容與檔案來源的管理，並提供公眾使用。

對於檔案系列層級的實體描述項目，應有系列名稱、系列 ID、涵蓋日期、

檔案數量、歸檔編排方式、以及內容描述等基本內容資訊。再由描述系列產生的

機關或個人等連結外部來源背景(Context)資訊，以及描述系列所屬案卷與案件等

建置檔案層級內容等關連性(Relationship)資訊，以建置一完善的全國檔案資源典

藏(National Archival Repository)，作為國家檔案資源的整合與分享的基礎建設，長

久保存國家重要歷史記憶的文化資產，進而推動國家檔案資源的開放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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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建議

國內各政府機關現行的檔案目錄描述層級，自今年(民國 96 年)起，由案件調

整為案卷層級，各機關檔案單位所完成的案卷與案件目錄的著錄與彙送，使我國

檔案資源描述完成了檔案最底層的內容著錄。本研究結果所建議以檔案系列層級

及其標準號碼，可以建置兼顧檔案來源與檔案內容等資訊的資源系統，亦可連結

上層全宗與下層案卷與案件等關連性資訊。因此，未來可針對現有案卷與案件的

檔案目錄系統中，連結上層檔案系列及系列的描述項目的關連性架構，進行實證

性的研究。

此外，國內各機關皆以檔案管理局的檔案分類規範，完成各機關的檔案分類

與保存年限表，各機關檔案分類層級中類與綱主要是以機關的下屬單位或業務功

能加以區分，符合檔案系列構成要件，未來可進一步依據檔案分類表，進行建置

全國檔案系列控制系統策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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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政府機關之訪談大綱

一、檔案的層級分為全宗、副全宗，系列、副系列，案卷與件四大控

制層次，國外主要是以系列作為基本的編排方式，我國檔案管理

局自 96 年起所推行的案卷及案件兩層級已開始運作，請問目前

貴單位檔案編排方法為何? 是否採用系列層級做為檔案的編排

方式?

(檔案管理所使用的「系列」，係指在全宗之下的一個構成單位，

與某種業務,功能有關，由同一業務所產生的一組文件。系列也

可以依檔案的形式分,如:照片檔案系列、影片檔案系列等。)

二、我國檔案管理局自 96 年起推行的案卷及案件兩層級已開始運

作，請問貴單位目前實施的現況為何?

三、請問貴單位檔案分類的方式及類表的結構為何?

四、請問貴單位檔號之主要組成結構為何?

五、目前國外主要以系列作為檔案編排的主要單元，本計劃順應國際

潮流，正在研擬我國國家檔案系列標準號碼之建置模式，請問貴

單位日後採用檔案系列號之可行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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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政府機關之訪談紀錄

訪談單位：經濟部

訪談時間：96 年 5月 18 日 14：00~15：30

訪談人員：經濟部檔案科賴科長及檔案管理人員一名

一、檔案的層級分為全宗、副全宗，系列、副系列，案卷與件四大控

制層次，國外主要是以系列作為基本的編排方式，我國檔案管理

局自 96 年起所推行的案卷及案件兩層級已開始運作，請問目前

貴單位檔案編排方法為何? 是否採用系列層級做為檔案的編排

方式?

(檔案管理所使用的「系列」，係指在全宗之下的一個構成單位，

與某種業務,功能有關，由同一業務所產生的一組文件。系列也

可以依檔案的形式分,如:照片檔案系列、影片檔案系列等。)

A： 經濟部檔案編排方法原為案件層級，自 96 年起依照檔案局規定

推行案卷及案件兩層級之著錄方式，未採用系列層級做為檔案的

編排方式。

二、我國檔案管理局自 96 年起推行的案卷及案件兩層級已開始運

作，請問貴單位目前實施的現況為何?

A： 因應檔案局規定自 96 年起「各機關皆（須）採案卷層級彙送檔

案目錄」，經濟部檔案管理作業因應此規定，有關系統功能已增

修完成，96 年所歸檔案件皆採案件及案卷二層級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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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問貴單位檔案分類的方式及類表的結構為何?

A： 經濟部檔案分類表之編製係採與保存年限區分表結合編製方式，

其分類標記採用「等級制」之「混合制」之編排方式，至分類標

記選用單純標記之純數字。

由於經濟部為行政院下一級機關，業務繁重龐雜，檔案分類表使

用之層級區分至 5級－－即「類、綱、目、節、項」，除類採 2

碼，其餘層級皆為 1碼。

四、請問貴單位檔號之主要組成結構為何?

A： 依照「檔案分類編案規範」規定，檔號係由－年度號.分類號.

案次號.卷次號.目次號－依序組成之一組號碼，經濟部檔號組成

結構依上述規定建置。

五、目前國外主要以系列作為檔案編排的主要單元，本計劃順應國際

潮流，正在研擬我國國家檔案系列標準號碼之建置模式，請問貴

單位日後採用檔案系列號之可行性為何?

A： 依照「檔案分類編案規範」第 13 點規定，國家檔案分類應遵循

來源原則、原始順序原則及全宗原則…，惟現行多數各機關（就

本人所知除國防部外）歸檔管理之檔案現階段並未區別（鑑定）

其長久保存價值（即檔案法對「檔案」一詞本身之定義未明確，

為薛老師於 93 年現代檔案管理研討會所提意見，本人亦有同

感），又機關檔案歸檔數量逐年大量增加，若要採用檔案系列號，

前提須對現行檔案作價值之區分，否則將全數檔案不分其重要

性，一概採用國家檔案系列標準號碼之建置模式，非但受限於有

限之人力及資源，重要的是投注之資源未能有效應用在亟須推行

之作業及事項上，造成不必要之資源浪費；惟對現行檔案作價值

之區分鑑定，對多數機關而言，首要面對的恐怕是資源之爭取，

這才是最大的考驗及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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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單位：教育部

訪談時間：96 年 5月 17 日 10：00~11：30

訪談人員：教育部檔案科楊科長及檔案管理人員三名

一、檔案的層級分為全宗、副全宗，系列、副系列，案卷與件四大控

制層次，國外主要是以系列作為基本的編排方式，我國檔案管理

局自 96 年起所推行的案卷及案件兩層級已開始運作，請問目前

貴單位檔案編排方法為何? 是否採用系列層級做為檔案的編排

方式?

(檔案管理所使用的「系列」，係指在全宗之下的一個構成單位，

與某種業務,功能有關，由同一業務所產生的一組文件。系列也

可以依檔案的形式分,如:照片檔案系列、影片檔案系列等。)

A： 先由文書端產生文書後，由原承辦人員給定所屬的分類號，文書

辦理結束後進入檔案科依照它的類別歸檔，96年以前先將檔案

歸到所屬的類別，依照次序，先分卷再編目，96 年起推行案卷

及案件兩層級後的編排方式為，在每一個分類號下先做立案，依

據每一個分類所屬的類別，再去做立案，將相同的案件歸入同一

案卷，減少逐一查看主旨項的時間，目前並沒有使用系列層級。

二、我國檔案管理局自 96 年起推行的案卷及案件兩層級已開始運

作，請問貴單位目前實施的現況為何?

A： 目前不到半年因此尚未做一立案動作，結案後有新增的會在做一

次立案，96 年以前，教育部有 2300 個分類號，按照流水號歸類

成卷，分類號的名稱就是案名，96 年起配合案卷著錄，先做部

分的，例如：教育部的計畫及重要主題，例如：高教司計畫、施

政計畫等教育部及行政院列管計畫，由原來的分類號再另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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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三、請問貴單位檔案分類的方式及類表的結構為何?

A： 教育部採用的檔案分類法，從民國 30 幾年開始實行，62 年始將

其印刷成冊。分類的方式，按照一級行政單位分類，分成類、綱、

目、節四個層級。因為教育部業務內容較固定，原則上不增加新

類號，除非面臨學校的改制。保存年限表由教育部檔案科與業務

單位共同制定，檔案科先訂定保存年限表再交業務單位參考，之

後再共同討論以決定。通類方面有加以統一規範，至於專類則交

由各單位自行協商細分，並有附表加以詳分。分類號由各單位提

出類表的需求自行擬定，目前是類、綱、目、節四層級，未到項

層級。但仍太細，希望能夠提升到目層級，以目層級列為案名，

四、請問貴單位檔號之主要組成結構為何?

A： 依照「檔案分類編案規範」規定，檔號係由－年度號.分類號.

案次號.卷次號.目次號－依序組成之一組號碼，本部檔號組成結

構依上述規定建置。

五、目前國外主要以系列作為檔案編排的主要單元，本計劃順應國際

潮流，正在研擬我國國家檔案系列標準號碼之建置模式，請問貴

單位日後採用檔案系列號之可行性為何?

A： 目前由 2300 個分類號細分為案，會增加卷的數量，因檔案管理

單位不了解業務單位的業務功能，因此若要建立系列，需由業務

單位來提出各系列名稱，較符合需求，較不會造成檔案管理人員

的負擔，因文量很多，各單位有不同需求，許多需要用系列層級

做描述的部分打散至各單位，例如：每一個業務單位有法令規

章，為了達到後續辦理業務的需求，各業務單位會要求其到達自

己所屬的分類號下辦理，其實依照檔案的原理應當歸到系列層級

下，但擔心實體檔案的調檔上會有問題，另外在學籍資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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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司與技職司皆有相關資料，應當整合起來作為一個系列，但

目前為各機關調檔方便，仍是打散至各單位，因此應當進而提升

至系列層級，不過以目前的狀況而言，施行上仍有困難，以檔案

種類來講，像是照片檔案，部裡的新聞稿有一些照片資料仍未整

理，存放在各單位，建議可以進一步整理至一整個系列，對於保

存教育部裡的重要記憶有相當大的幫助，教育部目前推行的兩性

平等教育，由各單位分頭進行，橫跨 33 個單位，亦可整合起來

歸入同一個系列，目前每天現行檔案 800-1000 件，已委外 12 個

人進行建檔，以現有的人力來講會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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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者專家焦點座談大綱

一、檔案的層級分為 1、全宗、副全宗，2、系列、副系列，3、案卷

與 4、件四大控制層級，國外主要是以系列作為檔案編排與描述

的基本單元。我國檔案管理局自 96 年起所推行的案卷及案件兩

層級已開始運作，請問目前貴單位檔案編排方法為何? 是否採用

系列層級做為檔案的編排方式?

(檔案管理所使用的「系列」，係指在全宗之下的一個構成單位，

與某種業務、功能有關，由同一業務所產生的一組文件。系列

也可以依檔案的形式分,如:照片檔案系列、影片檔案系列等。)

二、目前國外主要以系列作為檔案編排的主要單元，本計劃順應國際

潮流，正在研擬我國國家檔案系列標準號碼之建置模式，請問貴

單位日後採用檔案系列號之可行性為何?

三、請問您認為檔案系列號應該建置在現行文件階段或是國家檔案階

段?

四、請問您是否贊成採用檔案系列號與目前各機關所採用的檔案分類

與保存年限表可否與檔案系列號結合?或是應該另外制定一份系

列號的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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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學者專家焦點座談紀錄

時間：2007/6/22(星期五)下午 2：00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百年樓四樓 330408 研討室

會議主題：我國政府機關檔案系列層級及其標準號碼建置之建議

主席：薛理桂教授

參與人員：(依姓名筆劃排序)

王麗蕉(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編審)

林素甘 (淡江大學資圖系助理教授)

林巧敏(國家圖書館採訪組主任)

洪一梅(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助理)

黃政民(檔案管理局徵集組組長)

張鴻銘(檔案管理局典藏組組長)

彭文琁(國史館審編處科長)

楊淑華(教育部檔案科科長)

記錄：高君琳(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研究生)

座談內容整理：

一、檔管局黃政民組長：

檔案系列號若是使用於為國家檔案之上，將具有努力的空間，但

本計畫乃針對機關檔案的範疇，相較之下較不適用。目前檔案管理局

推動案卷及案件兩層級，但許多機關配合度並不高，有些甚至連系統

都尚未建構，假以時日若推動全國檔案系列號，機關之配合度應更不

如預期，全國檔案系列號碼的推動應視我國國情，不應完全依照美、

澳等國體系如法炮製。

目前國外檔案館針對現行文件的部分沒有規範；檔案系列號的推

動以目前檔案管理人員之人力來執行，可能將造成相當大的反彈及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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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各機關皆不願打亂原本已架構好的體系，檔案管理人員的心態多

半守成，不想去突破。因此，建議可由原本的分類表體系來架構系列

號，並先以某機關試行，先看出成效，各機關較會跟隨政策而加以改

變。

二、檔管局張鴻銘組長：

以國史館為例，目前國史館的系列層級是使用國家檔案分類表來

分，像蔣中正總統檔案是將文件與照片類檔案各分為一個系列；但以

檔案管理局而言，若針對縣市政府的每個層級來分各個系列，與目前

各機關檔案分類表是否會造成重覆?將成為一大問題，如何將每個機

關的系列號建立起來?需要了解的部分有：

1.檔管人員了解各業務之困難度為何?

2.機關的配合度是否足夠?

三、國圖林巧敏主任：

提出三點建議：

1.在施行檔案系列號前，需要衡量其對於檔案管理上的幫助是否超過

成本的需求，在經衡量之後再行考量是否有施行必要。

2.以國家圖書館為例，採訪組及編目組可算是一個類目，在採訪組之

下又分為館藏發展，在分類表中算是綱層級，但目前各機關對於檔

案系列層級的定義較難確認，建議系列若定義為以一個機關的最小

單位為系列層級，各機關較容易判斷。

3.各機關需要瞭解檔案系列號之作用為何?但其實對目前各機關而言

並沒有建置的必要，許多業務承辦人員僅希望能完成自身所負責的

業務，不想再增加額外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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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麗蕉編審：

在檔案使用者方面，以歷史學者為主：他們需要了解的是整個歷

史事件的脈絡，檔案系列號的編製可反映出業務單位的組織變革，其

描述的項目包含：此業務沿革的來龍去脈、產生及結束業務的時間、

整個系列中包含了多少件、案卷等等資訊。檔案系列號的建置，以較

宏觀的觀點來反映出檔案的內涵。

五、中研院洪一梅研究助理：

應先界定系列的定義，贊同應以行政機關的最小單位為系列，另

外，系列號是否有建置的必要性?以現有行政體系執行，與各機關分

類表結合，不需再更改，在年度方面，以哪一年做一切割為一大問題，

例如：民國 96 年起建置系列號，96 年以前不再回溯；在系列中所描

述的內容應為業務的承辦範圍，而非檔案的內容。未來整個檔案體系

應採較為宏觀的立場來看。

六、教育部楊淑華科長：

若系列的建置能有系統性的單位來執行更佳，教育部先前舉辦百

件教育檔案展覽時，所遭遇到的困難為教育部僅收文書類檔案，至於

照片檔案等都需要對外徵集，對於機關內部應用展覽上較不方便，若

要試行檔案系列號的體系，可由教育部做起，目前教育部推動十二年

國教計畫，因文書量龐大，建議經鑑定程序後，可先試行建置系列層

級。

七、淡大林素甘助理教授：

會面臨到的問題有：

1. 建置全國檔案系列號的目的為何?效益及功用為何?

2. 如何去推動?何種方式較不會造成機關的負擔?

3. 推動檔案系列號的主管機關(檔案管理局)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4. 如何將檔案系列號體系與檔案分類表結合是一大問題。若是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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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檔案分類號與系列號會減少許多負擔。

八、國史館彭文琁科長：

國史館的檔案分為兩種：一為歷史檔案；另一種為現行的機關檔

案，針對現行機關檔案的部分，目前國史館的檔案管理人員面臨兩大

問題：

1.今年起所推動的案卷及案件兩層級已是一大困擾，何況是系列號，

負擔應更大。

2.檔案管理人員的專業度應加以考量，是否能夠確實的描述出檔案系

列的內涵，對檔案管理同仁們來說是一大壓力。

而對於使用者在檢索檔案上可能會造成檢索的結果較不精確的

困擾。

實際上，檔案管理人員的專業度不如想像中高，無法站在宏觀的

觀點來看整個系列。

九、主席薛理桂教授：

國外以媒體類型來分各個不同的系列，而國內可將機關的不同業

務性質來區分為不同的系列，例如：教育部總務司之下檔案科的「檔

案應用」及「檔案點收」可成為檔案科的兩個系列，檔案系列號的建

置目的為，從文書的產生端開始控制，目標是與各機關的檔案分類表

結合，以不增加各單位的業務為原則，在剛開始施行時，若是推行至

全國八千多個機關，將遭遇到很大的困難，建議以中央部會層級以上

的機關先執行較佳。

以目前而言，各機關皆面臨人力不足的困境，可先找一個單位試

行，了解實際執行上的困難度，並加以修正，如此可減少基層人員的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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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NARA 回函

Thank you for your email. The descriptions in the Archival Research

Catalog (ARC) are based on the Lifecycle Data Requirements Guide

(LCDRG). The LCDRG currently contains elements for the archival

description portion of the records lifecycle. NARA developed these

standards to accommodate all our units' needs in the regions, presidential

libraries and the Washington DC-based units.

In developing these standards, NARA reviewe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uch as:

* Archives, Personal Papers, and Manuscripts: A Cataloging Manual for

Archival Repositories, Historical Societies, and Manuscript Libraries

(APPM)

* 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 2nd Edition, Revised (AACR2R)

* USMARC

* 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 (EAD)

* Library of Congress Register Model

* Graphic Materials: Rules for Describing Original Items and Historical

Collections (GIHC)

* Archival Moving Image Materials: A Cataloging Manual (AMIM)

* ISAD(G): 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 ISAAR(CPF):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Authority Record for

Corporate Bodies, Persons and Families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 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 (RAD) -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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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nwealth Record Series Manual (CRS) -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 Rul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Place and Corporate Names -

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Although NARA did not adopt one external standard in full, we do have

the ability to map LCDRG elements to many of the elements in the

external standards listed above, including ISAD(G), ISAAR(CPF),

MARC, and EAD.

The most current version of the LCDRG is available on our web site:

http://www.archives.gov/research/arc/data.html#descriptions.

Information about the ARC data model is found

at http://www.archives.gov/research/arc/model/index.html

Additionally, Information on sources for descriptions is online at

http://www.archives.gov/research/arc/data.html#facilities

We appreciate feedback on the standards. Please send any comments to

lifecycle.coordination@nara.gov.

If you would like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or assistance about ARC or our

standards used in developing ARC, please email arc@nara.gov.

Sincerely,

Patrick McCann

ARC Project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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