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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資訊發達，無論機關、企業、或團體、個人，皆已感受到「資料爆炸」的威脅，並深深的覺

得只有將資料文書、檔案導向現代科技管理，才能應付未來的時代需要。於是，杜陵先生與鄒幼

臣先生及王珮儀小姐經過將近一年的籌備工作後，乃於民國 67 年 11 月 24 日成立了中華民國資

料處理縮影學會，選出徐鼐先生為理事長、鄭雪玫教授、簡立教授、張在山教授，雷動天教授、

方同生博士、何景賢博士、蘇俊雄博士、陳定國博士、黃柱權先生、吳統雄先生、吳相鏞先生、

顧敏先生等人為理監事，並聘請理事杜陵先生兼任秘書長，王珮儀小姐為執行秘書，王珮儀小姐

並熱心資助經費且提供會址，負起實際推動會務的責任。 

    由於「資料縮影」在當時還是一個比較新的名詞，爰於學會初創時期，要先把宣傳作好，使社會

大眾能認識它、接受它，才能談到開展會務。因此，在衡量財力、人力條件下，先後進行了下列

各項工作： 

‧接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辦理：「我國政府機關檔案資料使用縮影管理之程序及其

法律地位之研究」（吳相鏞主持）、「建立我國縮影片國家標準及其保存年度極限之研究」（杜

陵主持）為我國縮影管理工作奠下發展基礎，甚受政府有關單位重視。 

‧編印「縮影研究」專刊，贈送國內外有關人士及單位參閱。 

‧與行政院文建會，內政部地政資料中心、國科會科技資料中心、中央圖書館等單位合辦各種專

業性縮影講習會，積極推廣資料縮影管理作業。 

‧參加國際縮影學會活動，並自 1980 年開始設法籌措經費派員出席該會國際年會，建立國際學

術交流管道。 

‧台灣省政府聘請杜陵教授擔任「台灣地籍資料縮影建檔實驗指導教授」，經過三年的努力，完

成了八個地政單位「靜態資料」與「動態資料」的縮影系統實驗縮影作業，獲得良好成果。該項

實驗報告並於 1981 年在墨西哥舉行的國際縮影年會會刊中登載，受到與會國家的重視。 

‧舉辦各種學術座談會，出版有關專門書籍三種，對於一個與縮影科技較為陌生的社會，期能激

起一些漣漪！ 

  民國 73 年（1984）為了配合國際縮影學會改名為國際資訊管理學會（ＩＭＣ），同時也為

了 1985 年要在台北舉辦「亞太地區資訊與縮影管理會議」的緣故，將中華民國資料處理縮影學

會改名為中華民國資訊縮影管理學會中華民國資訊縮影管理學會中華民國資訊縮影管理學會中華民國資訊縮影管理學會，雖然會章和組織型態仍和以往一樣，但在國際事務處理上

則較為有力。 

  1985 年的「國際資訊管理學會亞太地區資訊與縮影管理會議」於 7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台北市

圓山大飯店國際會議廳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外學者專家共有五百餘人，提出論文 45 篇及 10 篇專

題演講詞，論文集厚達 830 頁，於會後均製成微縮片以利郵寄及使用。 

學會主辦這次國際學術會議，可說是破天荒的大膽嘗試！因為事前根本沒有任何經費來源，也沒

有學術機構或者有關企業協助支持，籌備會議初期即由杜陵先生與鄒幼臣及王珮儀小姐三人日以

繼夜的工作，在編製會議議程與募集經費預算方面均耗費心思，尤其於會議規模因參加人數陸續

增加超越預期時，所需經費與原募集款項差額更大，皆賴杜陵先生與王珮儀小姐終日奔走四處請



託，廣闢途徑多方籌措，日夜擔憂入不敷出，心頭壓力之重，難以言喻。當杜陵先生與時任立法

委員的學會理事長梁許春菊女士、擔任大會籌備處副主任的立法委員簡又新博士和宏碁電腦負責

人施振榮先生商談作業程序時，大家都非常擔心，深恐辦得不好將「貽笑國際」！但最後大家還

是努力的把許多問題解決了，因此，這一次會議不僅 IMC 秘書長艾維登先生（Mr. Don Avedon）

特地從美國專程來出席並做專題演講，同時也請來了美國、日本、韓國、澳洲、南非、馬來西亞、

新加坡、印尼、埃及的代表們來參加，並於 7 月 12 日與外貿協會及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在

松山機場聯合作了一次資訊微縮設備展覽，敦請嚴前總統靜波先生主持揭幕，使得這一次國際會

議更為圓滿出色！毋怪乎艾維登先生向杜陵先生表示感激之意時說：「此為其終身難忘之光榮！」 

        民國 76 年（1987）4 月學會另與中央警官學校合辦了一次國際性的「資訊管理與公共安全學術

研討會」，邀請了美國總統資訊安全顧問特魯博博士（Dr. George B. Trubow）及日本縮影協會法

律專家秋山茂先生等多位出席，獲致社會重視與贊譽。1989 年 6 月復承國際資訊管理學會（IMC）

支援在台北市圓山大飯店舉行「資料及文書管理會議」，IMC 特派執行委員韓森爾先生、秘書長

霍夫曼先生出席參加，與會有中外學者專家三百餘人，共提出學術論文 31 篇，舉行討論及發表

會 26 場次，成果甚為豐碩。對我國文書管理自動化的促進甚具影響。 

在本次國際學術會議中，也同時辦理了中華民國資訊縮影管理學會與阿拉伯資訊及縮影系統聯合

會締結姊妹會的手續。該聯合會係由埃及、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巴林、阿拉伯大公國、北葉

門、約旦、蘇丹等八個國家資訊縮影界所組成，由埃及的曼索爾主席（Mr. Abmed M. Mansour）

及阿布卡夫博士（Dr. Abedl saiam M. Aboukahf）代表簽訂盟約，應邀見證觀禮的有中阿文經協會

理事長陳耀生先生等多人，會後雙方達成下列數項協議： 

１、同意於 1990 年 4 月組成代表團出席在開羅舉辦的「國際資訊管理技術會議」。 

２、聯合出版資訊縮影學術月刊，用阿拉伯文、中文、英文三種文字編印，本會每期負擔印刷費

美金一千至一千五百元及稿件三至五份，並由阿拉伯聯合會負責發行。 

３、於 1991 年 9 月再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行一次「中阿資訊縮影學術交流會議」，以研討交換

資訊研究學生及微縮技術講師，促進中阿雙方進一步合作等問題。 

綜計本會自 1980 年至 1992 年期中，參加各種國際學術會議共 13 次，其時間地點及出席代表人

士如下表： 

時間 名稱 地點 出席代表 

1980.9. 國際縮影學會年會 香港 杜陵 

1981.9. 國際縮影學會年會 墨西哥 何景賢 

1982.9.  國際縮影學會年會 哥本哈根 杜陵 黃世雄 

1983.11. 國際縮影學會年會 舊金山 杜陵 楊壽山 吳相鏞 

1984.10. 國際資訊管理學會年會 新加坡 
梁許春菊 杜陵 顧敏 程其偉 楊壽山 

蔡志弘等 

1985.10.  國際資訊管理學會年會 阿姆斯特丹 
梁許春菊 杜陵 楊壽山 鄒幼臣 程其

偉 王珮儀等 

1986.10. 國際資訊管理學會年會 多倫多 杜陵 楊壽山 吳相鏞 

1987.11. 國際資訊管理學會年會 維也納 梁許春菊 杜陵 程其偉 楊壽山 顧敏 



王珮儀等 

1988.12. 國際資訊管理學會年會 香港 梁許春菊 杜陵 鄒幼臣等 

1990.9. 國際資訊管理技術會議 開羅 杜陵 顏啟麟 程其偉 康宗顯 賀立維 

1990.9.  國際資訊管理學會年會 雪梨 宋鎧 王素珠 

1991.7. 國際資訊管理學會年會  倫敦 賀立維 

1992.9.  國際資訊管理學會年會 柏林 張元旭 王素珠 

附 記 

1、 上列參加國際會議次數係指在國外開會而言，在台北所舉行之國際學術會議不

在其內。 

2、 在出席國際會議時，於阿姆斯特丹及維也納舉行「中華民國酒會」兩次，受到

各國代表贊揚。 

3、 本會於 1985 年及 1987 年出席會議時，獲得國際資訊管理學會年會主席頒贈「特

別榮譽獎」，由梁 許春菊、杜陵，分別代表領受。 

4、 1993 年開始，IMC 總會秘書處因受國際政治因素影響，未再邀請本會出席會議，

惟仍保持私人聯繫。 

    民國 73 年本會更改名稱為中華民國資訊縮影管理學會後，即籌設檔案管理研究會與微縮技術研

究會，聘請理事路守常先生與吳相鏞先生分負其責，推動完成檔案法立法及制訂微縮國家標準兩

大工作目標，俾使檔案管理達到制度化、現代化的目的。自民國 79 年提出檔案法草案以來，經

過 10 年努力，現除檔案法已於民國 88 年 12 月完成立法並經政府公佈實施外，微縮品國家標準

的研擬也已由本會配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積極研訂完成，以適應社會需要。這 10 年亦是學會最

辛苦的時候，由於沒有固定經費與會址，皆由王珮儀小姐熱心提供會址與籌措經費，費心為繫，

歷屆理監事集思廣益貢獻心力，始能有今日堪可告慰之成果。 

民國 82 年，本會為了便於推動海峽兩岸檔案與微縮學術交流，期借鏡大陸經驗以促進我方檔案

與微縮事業之成長起見，再度將學會名稱改為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而於 1992 年 5 月

展開了雙方學術交流，協議自 1993 年開始，以大陸中國檔案學會與台灣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

理學會為對口單位，輪流負責召開交流會議，並依下列三項原則作為互相信守事項： 

 

１、 雙方交流純粹以學術及友誼為主，不涉及任何「政治因素」，即使在公文或論文方面有時

難免受到環境限制有所區隔，但仍保留「各自表述」的方式，以貫徹這種精神。 

２、 出席交流會的代表每次以不超過 25 人為原則，所有的「會議」、「參觀」等項安排，均以

「客隨主便」方式由主辦單位決定。 

３、因為這是由民間學術團體所辦的交流活動，所需費用可由出席的代表團在「對等」原則下分

擔若干，以減少主辦單位的困擾。 

這種學術交流活動因為目標正確，且有助於中華文化的發展和宏揚，故甚受兩岸有關當局所重

視，而在論文內容和參加人員方面也逐有提升，更具有學術內涵和價值！惟近年當交流會於台灣

舉行時，由於政府機關補助與民間捐款甚少，經費預算短絀甚多，幸賴本會理監事林枝鄉先生、

王素珠小姐、宋惠雲小姐、許嘉贊先生、楊義德先生、楊秀月小姐、陳怡如小姐、羅志承先生、

劉欽銘先生、顧敏先生、簡笙簧先生、黃深勳先生、江守田先生、廖龍波先生、邱漢童先生、彭



慰小姐、陳奕明先生、楊正寬先生、劉麗珠小姐、王珮儀小姐與吳財寶先生等熱心之贊助，始能

勉力維持隆重與溫馨之場面。 

截至今年（2008）為止，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議業已舉行了 16 次，成果輝弘。其名

稱、時間、地點、出席人數、主持人，如下表： ： 

名稱 地點 出席人數 主持人 備考 

台灣資訊微縮與檔案管理

界參觀旅遊團（1992.4） 
北 京 26 人 

(中)劉振杰 

(台)梁許春

菊 

赴南京、黃山、上海、杭州參觀 

1993 年 5 月海峽兩岸檔案

管理暨微縮技術交流會 
北 京 25 人 

(中)王明哲 

(台)杜 陵  

赴西安、成都、峨嵋山、重慶、武

漢參觀 

1994 年 8 月海峽兩岸檔案

管理暨微縮技術交流會 
台北市 171 人 

(台)杜 陵 

(中)王明哲 
赴故宮、新店等地參觀 

1995 年 8 月海峽兩岸檔案

學術交流會 
昆明市 42 人 

(中)王明哲 

(台)賴澤涵 
赴西雙版納參觀 

1996 年 11 月海峽兩岸檔案

暨微縮學術交流會 
台北市 175 人 

(台)杜 陵 

(中)劉國能 
赴台中、高雄、屏東參觀 

1997 年 9 月海峽兩岸檔案

學術交流會 
瀋陽市 52 人 

(中)王明哲 

(台)顧 敏 

赴本溪、大連、密雲、承德、北京

參觀 

1998 年 5 月海峽兩岸檔案

學術交流會 
台北市 175 人 

(台)林耀興 

(中)沈正樂 

赴台中市、日月潭、高雄市、鵝鑾

鼻參觀 

1998 年 9 月海峽兩岸資訊

微縮學術交流會 
台北市 52 人 

(台)潘維剛 

(中)孫承鑒 
赴陽明山、士林等地參觀 

1999 年 8 月海峽兩岸檔案

學術交流會 
上海市 40 人  

(台)潘維剛 

(中)沈正樂 
赴蘇州、無錫、南京、杭州參觀 

2000 年 10 月海峽兩岸檔案

暨微縮學術交流會 
台北市 150 人  

(台)潘維剛 

(中)王德俊 
赴新竹、台中、高雄等地訪問參觀 

2001 年 4 月海峽兩岸檔案

學術交流會 
鄭州市 60 人 

(中)沈正樂 

(台)賴澤涵 

赴鄭州、洛陽、開封、西安等地訪

問參觀 

2002 年 8 月海峽兩岸檔案

暨微縮學術交流會 
台北市 220 人  

(台)潘維剛 

(中)劉國能 

赴宜蘭、花蓮、台東、屏東、高雄

等地訪問參觀 

2003 年 9 月海峽兩岸檔案

暨微縮學術交流會 
成都市 80 人 

(中)沈正樂 

(台)賴澤涵 
赴四川成都等地訪問參觀 

2004 年 10 月海峽兩岸檔案

暨微縮學術交流會 
台北市 230 人  

(台)賴澤涵 

(中)馮鶴旺 

赴台北、台中、嘉義、高雄、屏東

等地訪問參觀 

2005 年 8 月海峽兩岸檔案

暨微縮學術交流會 
貴陽市 60 人 

(中)馮鶴旺 

(台)黃深勳 
赴貴州省貴陽等地訪問參觀 

2006 年 10 月海峽兩岸檔案 台北市 123 人 (台)賴澤涵 赴台北、台中、嘉義、高雄、屏東



暨微縮學術交流會 (中)衛克興 等地訪問參觀 

2007 年 8 月海峽兩岸檔案

暨微縮學術交流會 
福州市 97 人 

(中)馮鶴旺 

(台)曹爾忠 
赴福建省福州市等地訪問參觀 

2008 年 10 月海峽兩岸檔案

暨微縮學術交流會 
台北市 200 人 

(台)曹爾忠 

(中)榮華 

赴台北、台中、嘉義、高雄、屏東

等地訪問參觀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為了要建立起檔案管理制度，以因應檔案法完成立法公佈實施後的

需要，一直努力要把檔案管理制度奠基各項工作辦好，這些工作如果是由政府或學校去做也許「輕

而易舉」，但由一個沒有經費、沒有人力、沒有良好辦公場所的學會來做，就十分不易！如果不

是這些參與學會的學者、專家們本著一股熱忱和使命--「不問收穫，只問耕耘」的奉獻，那會有

今天的成就！ 

現將近年來對推行檔案法有重大的工作列舉如下: 

 

1. 1. 1. 1. 出版學出版學出版學出版學術季刊加強宣傳與倡導工作術季刊加強宣傳與倡導工作術季刊加強宣傳與倡導工作術季刊加強宣傳與倡導工作：：：： 

‧資料處理縮影學會時期：「縮影研究」於 1979 年 9 月創刊，初期採不定期方式出版專輯，迨

1983 年改為「縮影研究」季刊，陸續由吳相鏞先生、黃世雄教授與顧敏先生曾任主編，每期出

版一千冊，均免費贈送國內外有關機構及人士；並利用日、晚報撰文報導縮影科技，以提起社會

普遍注意。 

‧資訊縮影管理學會時期：將「縮影研究」季刊改為「資訊縮影管理」，仍以季刊型式免費發行，

由陳偉平教授擔任主編，甚受國內外人士重視。1986 年 10 月國際資訊管理學會（IMC）在多倫

多舉行年會時，大會秘書處並將本會出版之季刊以幻燈片放出來，向各國代表介紹，用以表彰中

華民國資訊縮影管理學會的工作成就。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時期：1993 年配合學會改名，季刊名稱亦更名為「檔案與微縮」

季刊，由立法院潘委員維剛擔任發行人，王珮儀小姐擔任社長，張澤民教授擔任主編，目前經費

來源除由會員提供廣告贊助外，其餘不足費用，皆由王珮儀小姐資助，以配合會務工作之進行。

此階段因致力推動檔案法立法之故，故內容也以此為重點，如逢兩岸交流會議時，則將印量提高

到三千冊，希望廣為傳播，產生影響作用。 

‧本會除定期出版會刊外，亦經常舉辦微縮法律效力、檔案與歷史研究、檔案維護工作等專業性

的座談會，以滿足社會各階層不同的需求。並於民國 84 年 3 月 24 日舉行「國家檔案事業發展研

討會」一次，聘請路守常先生籌辦，此係我國第一次正式討論檔案問題的專業會議，政府及社會

各界均甚重視，行政院院長連戰先生特頒書面致詞，強調檔案與檔案法的重要性，尤對本學會多

年來的努力奉獻表示嘉許和肯定。 

 

2. 2. 2. 2. 培訓檔案與微縮修裱專業人才培訓檔案與微縮修裱專業人才培訓檔案與微縮修裱專業人才培訓檔案與微縮修裱專業人才：：：： 

我國從無培養檔案管理人才的專門機構，即使探研檔案學術的書籍亦不多見，本學會為了推動檔

案法立法並促使檔案管理現代化、科技化，自民國 70 年開始，即賡續舉辦微縮系統或檔案管理

等專業訓練班，俾為社會儲備人才。張在山先生、張澤民先生、路守常先生、張樹三先生、劉達

之先生、鄧正福先生皆參與檔案實務課程之講授。自檔案法立法通過後，本會即積極辦理各類檔

案管理講習班，以服務全國各機關團體及有志從事檔案管理工作之人員。自 2005 年起，除台北



地區外，並開展至中部台中、南部高雄與東部花蓮等地區，本會仍抱持著對檔案管理人員提供完

整訓練與經驗傳承之使命感。檔案修裱課程安排經由簡笙簧先生規劃，在王珮儀秘書長與吳財寶

主任皆全心投入下，無論學員多寡均能勉力如期舉辦。 

茲將本學會雖在極端困難中所辦的各種講習班列表於下，足見本學會為檔案事業未來發展盡其棉

力。 

中 華 檔 案 暨 資 訊 微 縮 管 理 學 會  

辦 理 各 種 講 習 班 一 覽 表 (95 年 11 月)  

講習班名稱  時間  講習要點  參加人數 舉辦期數  講習時數 備 考  

縮影系統講習

班  

70.10 

71.04 

縮影技術及作業程序  160 人  2 期  30 小時  國科會科技資料 

中心合辦  

地政資料縮影 

研討會  

72.03 地政資料縮影技術  78 人  1 期  30 小時  內政部贊助， 

本會辦理  

地政資料縮影 

講習班  

72.04 地籍資料縮影作業程序  62 人  1 期  30 小時  報內政部核備， 

本會辦理  

圖書資料縮影 

講習會  

73.05 圖書資料縮影技術  53 人  1 期  21 小時  行政院文建會贊助  

本會辦理  

縮影技術講習

會  

75~78 縮影技術與法律地位  259 人  共 5 期  33 小時  職訓局補助經費， 

本會辦理  

初級縮影人員 

技術講習會  

77.11 縮影技術與品質要求  36 人  1 期  36 小時  職訓局補助經費， 

本會辦理  

資訊縮影實務 

研習會  

79.01 縮影與光碟技術結合 

暨電腦連線  

160 人  共 2 期  30 小時  國科會科技 

資料中心合辦  

微縮實務研習

班  

81.03 微縮作業與光碟電腦結合

技術  

60 人  1 期  36 小時  職訓局補助經費， 

本會辦理  

微縮技術專業 

講習班  

81.09 微縮技術與作業程序  55 人  1 期  36 小時  職訓局補助經費， 

本會辦理  

微縮資訊專業

講習班  

80~81 微縮資訊專業應用 

實務講習  

88 人  共 2 期  4 星期  國科會科技 

資料中心合辦  

檔案管理專業 

訓練班  

81~82 檔案管理作業技術要求  102 人  共 4 期  90 小時  本會辦理  

檔案管理實務 

研習班  

81~88 文書處理與檔案管理 

實務作業  

351 人  共 11 期  40 小時  本會辦理  

第九期與世新大學 

合辦  

物件導向系統 

研習會  

82.11 導向系統分析、設計、 

整合測試  

32 人  1 期  12 小時  本會辦理  



微縮技術實務

研習班  

82~83 微縮技術與國家標準  75 人  共 2 期  30 小時  國科會科技 

資料中心合辦  

21 世紀高科技 

研討會  

86.05 電腦、網路技術及策略  26 人  1 期  12 小時  慶齡工業中心支援  

本會辦理  

微縮與光碟系

統研習班  

87.03 微縮光碟與電腦影像整合

技術  

52 人  1 期  36 小時  本會辦理  

病歷檔案管理 

實務研習班  

87~88 病歷檔案微縮管理  178 人  共 2 期  36 小時  中華民國病歷 

管理協會合辦  

現代檔案管理 

講習班  

89~90 檔案自動化管理  263 人  共 5 期  30 小時  本會辦理  

現代檔案管理 

講習班  

90.07 

97.04 

檔案自動化管理  1411 人  共 25 期  35 小時  本會辦理  

檔案管理高級

研究班  

90.03 

97.06 

檔案管理自動化、理論與實

務之研究  

442 人  共 15 期  120 小時 本會辦理  

檔案管理專業

班  

91.04 

97.11 

檔案學及檔案分類編目、檔

案管理自動化概要  

281 人  共 7 期  17 小時  本會辦理  

檔案管理特級

班  

91.04 檔案分類編目及檔案管理

自動化、檔案館管理  

36 人  共 1 期  30 小時  本會辦理  

檔案修裱基礎

班  

91.12 

97.03 

檔案修裱維護與設備工具 

檔案修裱技術與實習  

214 人  共 12 期  37 小時  本會辦理  

檔案修裱進階

班  

94.04 

97.06 

檔案修裱維護與專案技術

探討與實習  

82 人  共 4 期  37 小時  本會辦理  

總 計      4556 人        
 

 

        學會除了舉辦上述的「正規性」講習班外，也利用機會辦理特殊的研討會或座談會，進行專題性

的講解討論。如 1994 年 9 月海峽兩岸交流會議時，因為大陸代表團中有檔案保護專家李玉虎先

生、照片檔案專家馮友英女士和歷史檔案專家秦國經先生等人，便舉辦一次為時一天半的「中華

文化資產保護技術研習會」，函請國史館、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單位有關人員 11 人參加。

其他如在中央圖書館、世新專校、中央警校、中山科學院等學術機構，也常辦理有關檔案或微縮

問題的座談會，期能透過各種方式，把檔案文化的種子撒播到社會各階層，讓它們在得到滋潤後

開花結果。 

 

3. 3. 3. 3. 提升微縮製品之水準及法律地位提升微縮製品之水準及法律地位提升微縮製品之水準及法律地位提升微縮製品之水準及法律地位：：：： 

微縮（縮影）技術在台灣社會雖已行之多年，但均係由經營器材設備的廠商在推廣銷售，以致常

有紛爭發生，也使欲想使用縮影科技的單位為之考慮。例如台北市為保存日據時期戶口資料委託

某一廠商進行縮影作業，但驗收產品時卻發現影片模糊不清，雙方爭論難解，經請資料處理縮影



學會抽樣檢驗作出裁處，將「不符合存檔品質者」重拍，才平息爭端。因此，學會在推動縮影技

術時，便不能完全以廠商所提出的歐美或日本標準來作為中文系統檔案文件的標準，否則將使標

準過高而糾紛百出。故此一面向行政院研考會提出「建立我國縮影片國家標準及其保存年度極限

之研究」專案計劃（杜陵主持，民國 71 年 7 月研考會出版），一面推荐學者專家參加微縮品國

家標準審議會來協助經濟部中央標準局研訂縮影品國家標準，而在我國縮影品國家標準未製訂公

佈前，則提議使用單位與銷售儀器廠商要在簽訂之合約中將縮影製品所採用的標準（美國的、日

本的、美軍的、德國的……）說明，做為檢驗依據。目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原名中央標準局）

已經審議完成了 38 項國家微縮標準案，並陸續公佈實施，本會理監事及會務人員包括吳相鏞

（歿）、張永山先生、江守田先生、宋惠雲小姐、王珮儀小姐、許嘉贊先生、嚴長海先生、洪瀚

霖先生及王淑貞小姐等曾參與上開國家微縮標準之制定工作，對於提高微縮製品品質及規範縮影

作業程序，已有法可循，並配合檔案法的實施中亦更為便利。 

 

4.4.4.4.開拓檔案學術研究領域開拓檔案學術研究領域開拓檔案學術研究領域開拓檔案學術研究領域：：：： 

傳統的檔案管理工作除了辦理檔案歸檔管理調閱等單調而瑣碎的工作外，沒有其他功能，因此檔

案管理單位在各機關中名不見經傳，檔案管理人員也是「閑」「廢」不受重視，以致檔案管理工

作無法作好！行政院研考會在「建立檔案管理統一制度之研究」報告中便曾指出當前檔案管理缺

失有下列各項： 

 

‧管理人員無定額編制。 

‧管理工作人員不足。 

‧檔案人員不受重視，情緒低落。 

‧檔案工作繁重，管理人員工作不安定。 

‧檔管人員專業化，缺乏升遷機會，人才難求。 

‧無經費預算，設備陳舊。 

‧場地隘小，檔案壅塞不堪，影響管理績效。 

 

        準此以觀，檔案工作之所以績效不彰，自是必然之勢；現在檔案法已經立法公佈實施了，以往的

缺失當可望逐步獲得改善，而使檔案管理更加制度化、現代化。因此本會特別強調：檔案是歷史

的依據，檔案是文化的根源。因而提倡把檔案管理工作昇華到：科學的、學術的、藝術的境地，

讓檔案發揮保存歷史、延續文化的功能！ 

‧‧‧‧科學的科學的科學的科學的 現代檔案管理要適應辦公室自動化和科學化的趨勢，必須以科技設備如電腦、微縮、

光碟等，來逐漸取代傳統的人工的管理作業，而未來檔案要進入網路服務，尤須將科技工作作好。

相對的便必須提高工作人員水準和管理作業設施。這是科學化時代的來臨，不僅只是檔案管理之

一環而已！ 

‧‧‧‧學術的學術的學術的學術的 無論探尋歷史或研發工作，都離不開從檔案文獻中去求源，而對文化藝術殿堂的建築，

檔案也具有很大助力。因此把檔案工作領域擴大到學術層，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尤以歷史研究

有賴檔案之力多。事實上，整部歷史就是由千千萬萬的個別檔案所累積組成，如果把每一個時代

每一件事務的檔案都忠實的完整保存下來，則學術研究的功能便自然產生了！我國漢代司馬遷所



完成的「史記」巨著，便是得力於「石室」「金匱」的檔案資料，可說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藝術的藝術的藝術的藝術的    檔案管理是枯燥、單調的工作，在機關組織中往往居於弱勢地位，所以一般人均不願

去擔任。但是，如果把檔案管理進入科技作業和學術研究的領域，則其環境和氣氛便自不同！這

時可以規劃檔案管理多元化作業，如自動檢調、線上查詢、系統管制、網路傳輸等，不僅改善了

管理機構的體質，也增進了使用單位的便利，並可提高行政效率和功能。如果是具有歷史檔案或

工藝檔案特性較大的單位，若能有良好的學習研究機會，說不定還會就一些專門人才，於公於私

均是有益之事！總之，把檔案管理工作藝術化，是使它提升品質、改變觀念的措施，它是屬於精

神和心理的修為，與科學和學術固是互相關連，但卻是較深一個階層，值得檔案界共同努力來締

造、實現！ 

 

5.5.5.5.推動檔案法暨相關法推動檔案法暨相關法推動檔案法暨相關法推動檔案法暨相關法案立法案立法案立法案立法：：：： 

當檔案法於民國 88 年 12 月公佈實施後，檔案管理可以說是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不僅是檔案制

度可以從此建立起來，檔案文化也會得到發展的機會。本會基於道義與責任，早於 2000 年間即

陸續向負責籌備國家檔案局的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提出下列建議，期在我國檔案法制創建

之時，協助政府主管機關把事情作好，以盡棉薄。 

 

1.（89.2.17）向行政院蕭院長推荐本會學者專家六人分別擔任「國家檔案局諮詢委員」，「國家

檔案局籌備委員」。 

2.（89.4.25）向行政院研考會建議委託學會辦理「現代檔案管理講習班」，培訓各界檔案管理人

員，以應社會需要。 

3.（89.4.25）向行政院研考會建議委託學會辦理「微縮品檢驗」服務工作，以增進微縮作業水準，

節省資源浪費。 

4.（89.5.2）向行政院研考會提出「建立我國檔案管理制度之研究計劃」，使檔案管理基本制度

之建立早日完成，有利檔案法的實施。 

 

        本會為推動檔案法立法，自民國 73 年即籌設檔案管理研究委員會，聘請路守常先擔任主委，與

本學會理監事共同草擬檔案法草案，檔案法草案學會版本並先行提到行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參

考，嗣後本會並經常邀請學者專家發表文章及舉辦研討會為檔案法立法摧生。民國 79 年並經本

會會員潘維剛、曹爾忠、郭正權、劉光華及另 15 位立法委員共同連署提案，將檔案法學會版本

草案內容委由學會邀集國內具有檔案實務經驗與學術研究有成之學者專家，針對實際所需反應之

意見，綜合彙整而成草案共五章 53 條，是所有草案中最多條文的版本，內容具細靡遺，適用範

圍之廣在其他三版本內皆未涵括。本會之所以提出上述各項建議及計畫，完全出於熱誠，期望檔

案制度能順利建立實施！因為我國向無檔案專業教育制度，而對於檔案管理的理論與實務能全盤

掌握嫻熟者，幾乎全都參與學會組織，如果此時學會保持沈默怯於「自荐」，則難以面對十年來

致力推動檔案法立法的朝野人士所付出的辛勞及政府建立檔案制度之用意！但是，這些「有其必

須」的提議能否獲得主管機關的「青睞」，本會無法預期，也只有本著「盡其在我」之心等候結

果了。 

 



6.6.6.6.未來努力方向未來努力方向未來努力方向未來努力方向：：：： 

        依據杜陵先生的看法，隨著檔案法公佈實施後要建立我國完整的檔案制度，是須要分幾個領域並

動員全民來進行的。一是法律的制訂：如各種法規，法則等。二是組織的確定：各級檔案管理機

構的組織型態與權責等。三是考核獎懲制度：各級檔案機構工作考核人員獎懲。四是教育與考試：

設立專業教育及在職人員培訓機構暨國家考試制度。五是科技設施的規劃：如電腦、微縮、光碟

等項科技設施的條件規劃與功能評估等。六是檔案館建築的標準規劃。七是檔案用品及載體統一

規劃；對檔案用品及載體規劃建立全國性的統一制度。八是檔案學術研究的提倡與推動：配合有

關學校及學術團體進行研究工作並推動相關學術活動。九是促進對外學術交流。如國際檔案理事

會（ICA）及其所屬之專業檔案協會（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Archives）、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

學術交流會等。十是爭取政府經費預算建立各地檔案管理機構。十一是推行「榮譽檔案工作團」

制度：將社會熱心人士及各級退休檔案人員納入榮譽檔案工作團，以擴大檔案服務範圍和效果，

達到「全民建檔」的目標。十二是逐步推行「社區檔案」、「專業檔案」、「村里檔案」、「個

人檔案」，以建立檔案體系。 

當然，這些事情不是急切可以達成的！也很難由政府主管機關來獨立做好。仍是要運用學者專家

和學術團體來共同努力才能把它完成！因此，杜陵先生一再聲明，只有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

學會才是最專業的助手、最熱心的伙伴、不計較「光環」的組合。是值得政府主管機關信賴的學

術團體！ 

回顧這二十年的歷程，學會從無到有，從不可能到可能，這都是歷屆理監事、會務人員和全體會

員付出心力所耕耘得來的成果！這一部艱辛紀錄，應該在我國的檔案發展史中留下一頁，沒有這

番披荊斬棘的奮鬥，要想實現檔案管理制度化、現代化的目標恐怕還得等待許多時候！ 

 

寄語後來者：當你們享有著真實的完整的檔案，而有助於你創事業、研究學術、或者翻尋祖先遺

事的時候，要懂得珍惜它，好好利用它！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常務理事 許嘉贊、吳財寶整理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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