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年海峽兩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流會活動紀實 
 
 
 
一、籌備狀況 
  海峽兩岸檔案暨微縮資訊界人士自1992年4月起，即由本會前會長杜陵博士

居中聯繫協調展開兩岸學術交流，從1993年開始，對岸並以中國檔案學會做為與

我方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的對口單位，自1998年起並邀請中國文獻影像

技術協會加入交流，兩岸三會協議以學術交流及增進聯誼為主，不參涉政治，即

使在公文或論文方面有時難免受到環境限制，惟仍保留「各自表述」的方式，以

貫徹交流的目的與精神。交流會所有的「會議」、「參訪」等活動安排，均以「客

隨主便」方式由主辦單位決定。由於此為民間學術團體所主辦之交流活動，所需

費用亦由出席的代表團成員在「對等」原則下部分分擔，以減輕主辦單位的困擾。

兩岸多年來交流結果，甚有助於檔案文件管理及微縮資訊發展。近年來在政府有

關機關鼎力支持，本會理、監事戮力經營與熱心檔案事業發展之社會人士熱情襄

助下，兩岸交流在論文質量與觀摩參訪內容方面，水準均有顯著提昇，迄今已辦

理20次，對兩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流貢獻良多，係最早展開兩岸學術交流活動之

民間社團之ㄧ。 
  按去年（2010）年海峽兩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流會係由我會籌辦於臺灣舉

行，當時經兩岸學會研商決定，本（2011）年海峽兩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流會依

慣例輪由大陸方面主辦，研討會主題訂為「檔案文獻的維護與應用」，學術交流

四大次主題包括：回顧與前瞻、檔案文獻的回顧與利用、檔案文獻的人力資源建

設（教育與培訓）、檔案文獻的標準與法規。隨後再經雙方多次洽商後，議訂於

今(2011)年7月21日至29日重回20年前兩岸初次交流地點北京市舉行學術交流

會，會後參訪地點則含括北京市、河北承德與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本會隨即

自2011年1月起召開籌備會議，初步議定辦理計畫及分工原則，徵求專業論文，

籌措贊助經費，印製論文集，籌組代表團團員，協助團員辦理赴大陸地區手續，

並召開行前會議。所有工作在楊理事長正寬、王秘書長珮儀與全體理、監事和熱

心會員贊助支持下圓滿完成交流任務。茲因大陸推動檔案法、設立檔案相關學系

與學習機構以及推動相關國際標準等均較臺灣為早，惟我國近年來因「檔案法」

之通過、檔案管理局之設置與政府E化之加速推動，有關檔案徵集清理與檔案數

位自動化作業亦有相當成效，然可向大陸借鏡之處仍多，在檔案暨微縮資訊方面

兩岸得以對等交流，於兩岸當今情勢發展現況下實屬不易，惟本會為促進臺灣檔

案暨微縮學術與實務之發展，雖然經費甚為拮据，然在全體理監事及會員出錢出

力下，仍勉力維持交流，俾為國爭光，兩岸持續交流20年後能再次至北京開會，

實具有更深意義。以下僅就行程及計畫實施情形、辦理效果評估、建議及其它等

項臚陳於后： 
二、行程及計畫實施情形 
（一）7月21日（星期四）：清晨由台北出發，由桃園機場直飛北京，下午參訪恭

王府，晚間由中國檔案學會於前門全聚德烤鴨店設宴洗塵，夜宿中國科技

會堂賓館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代表團一行28人，除五人自行至北京會合

外，其餘23人依計畫搭乘長榮航空公司BR716班機，於09:20自桃園國際

機場直飛北京，午間12：30平安抵達北京首都國際機場T3航站樓，中國



檔案學會傅華秘書長、霍力華副秘書長，以及中國文獻影像技術協會李健

秘書長、張文增副秘書長均親自到機場迎接，場面甚為熱絡，隨後至恭王

府參觀，晚間六時由中國檔案學會設宴於前門全聚德烤鴨店設宴洗塵，隆

重熱鬧，夜宿中國科技會堂賓館。 
（二）7月22日（星期五）：全日召開2011年海峽兩岸檔案學術交流會，晚間由國

家檔案局於中國科技會堂宴會廳宴請全體與會人員，夜宿中國科技會堂賓

館 
  今日起全日舉行海峽兩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流會，開幕典禮由中國檔

岸學會秘書長傅華主持，並分別由中國科協與科技部領導，大陸國家檔案

局局長、中央檔案館館長楊冬權先生，國家檔案局副局長、中央檔案館副

館長、中國檔案學會理事長李和平女士，中國文獻影像技術協會理事長魏

大威先生，與我方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名譽理事長曹爾忠立法委

員以及理事長楊正寬先生致詞，共有171人參加。 
  楊冬權局長致詞時談到：自1992年首次交流以來，兩岸關係經歷多次

風風雨雨，但是兩岸檔案界人士矢志不移，通過交流，使兩岸檔案工作者

共識不斷增多，瞭解不斷加深，感情不斷增進，同時兩岸檔案工作的水平

也通過交流不斷提高，並指出本次會議是一次繼往開來的會議，希望日後

能進一步加強兩岸檔案工作者之間的理解與信任，增進雙方間的親情與友

情，建立多層次、多管道的檔案合作機制，進一步提升兩岸檔案工作水平，

為中華民族的偉大復興作出更大的貢獻。李和平理事長亦對於兩岸交流提

出「檔案聯結兩岸，活動加強友誼」之期許。 
  本會名譽理事長曹爾忠立法委員致詞時談起：海峽兩岸紅十字會交流

比我們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術交流更早，但他們20年間只舉辦過2次正

式交流會，而且都在大陸舉行；國共論壇7次與海峽論壇4次規模皆比我們

兩岸檔岸交流更大，但沒有像我們檔案界間交流這麼早，互信這麼深與層

面這麼廣，20年來台灣中華檔岸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在人力、財力均甚拮

据下，戮力於兩岸交流工作，能獲大陸平等對待實屬不易。本會理事長楊

正寬先生亦指出，本屆台灣交流代表團成員共28人，規模歷年最大，且年

齡涵蓋老中青三代，並分別為產官學各界菁英，會中提出6篇精闢之論文，

均經嚴格審議挑選，俾切合大會主題。今後更將風雨生信心，開創第二個

交流20年的輝煌志業。 
  開幕典禮結束前兩岸三會分別交換紀念品，並合影留念，隨後即赴另

一會場進行「紀念海峽兩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流20周年圖片回顧展」開幕

式，兩岸三會交流迄今已滿20周年，其中在台灣舉行9次，在大陸舉行的

11次則分別在北京、昆明、瀋陽、上海、鄭州、成都、貴陽、福州各地舉

行，20年來兩岸交流活動累計參與人數達2388名，發表論文300餘篇，可

謂成績斐然，當雙方代表共同啟動交流20周年水晶球後，大家魚貫步入會

場，共同回味歷年交流的甜蜜與艱辛歷程。 
  接著展開第一場學術論文研討會，主題為：回顧與前瞻。主持人為中

國檔案學會秘書長傅華先生，計有六篇文章，分別表達20年來海峽兩岸檔

案暨微縮學術交流之回顧與展望，六位發言人與文題各為： 
1）中國檔案學會副秘書長霍力華女士：憶往昔交流碩果累累，看未來合

作前景光輝 
2）本會理事長楊正寬先生：兩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流之回顧與前瞻 



3）中國文獻影像技術協會秘書長李健先生：交流．融合 
4）中國檔案學會原常務副理事長王德俊先生：風雨同舟攜手行，學術交

流結碩果 
5）本會名譽理事長曹爾忠先生：檔案與微縮季刊的回顧與前瞻 
6）中國檔案學會副理事長王信功先生：交流之橋越來越堅，交流之路越

走越寬 
  下午第一場學術研討會，由北京市檔案局局長陳樂人女士主持，評論

人為上海大學圖書情報檔案系教授潘玉民先生，五位發言人與文題分別

為： 
1）中國國家檔案局法規司范悅先生：檔案法規體系建設 
2）中國影像技術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常務理事李銘先生：標準化：現代訊

息技術發展的助推器—以ISO/TC171名稱和工作範圍變化看文獻影像

技術的發展 
3）中國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館技術部蔡學美先生：檔案保護工作法規標

準建設 
4）我國東南科技大學林惠娟女士與本會常務理事許嘉贊先生共同發表：

台灣地圖繪製現況、運用與檔案管理相關問題研究 
5）江西省檔案局毛海帆女士：紙質檔案數字副本憑證性保障與標準化建

設研究 
  下午第二場學術研討會，仍由北京市檔案局局長陳樂人女士主持，評

論人為中國人民大學信息管理研究所教授劉越男先生，六位發言人與文題

分別為： 
1）四川省檔案局胡金玉女士：汶川地震中受災檔案的保護與搶救及其啟

示 
2）我國國立台灣藝術大學文物維護研究中心主任顧敏敏女士：裝幀形式

與圖書文獻保存關係之探討 
3）中國國家圖書館文物修復組胡泊先生：國家圖書館古籍的修復與利用 
4）博士門股份有限公司文物保存研究室蔡淑娟女士：大量型檔案文獻殺

蟲菌方法研究—自動化環保型低氧調濕殺蟲菌系統 
5）山東省檔案館孫洪魯先生：科技創新—重大災難受損檔案搶救的技術

支撐 
6）雲南省檔案局黃鳳平先生：努力守護民族記憶，積極傳承民族文化 
  晚間則由國家檔案局作東，於中國科技會堂宴會廳宴請全體與會人

員，席開十餘桌，大家把酒盡歡，氣氛甚為熱絡。 
（三）7月23日（星期六）：上午繼續召開2011年海峽兩岸檔案學術交流會，下午

參訪燕山石化集團公司檔案館，晚間由中國文獻影像技術協會宴請於北京

同和居飯莊，夜宿中國科技會堂賓館 
  本日上午繼續學術交流會，第一場學術研討會，由中國文獻影像技術

協會秘書長李健先生主持，評論人為中國人民大學信息管理學院教授唐躍

進先生，五位發言人與文題分別為： 
1）中國圖書館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張陽先生：數字微縮：理念創新與發展

路向 
2）我國國史館台灣文獻館館長林金田先生：台灣文獻館收藏之檔案及提

供利用概況 



3）中國國家圖書館信息網絡部董小莉女士：國家圖書館數字資源長期保

存現狀及研究 
4）我國檔案管理局檔案典藏組組長謝焰盛先生：錄像帶類檔案之維護與

數字化—以檔案管理局管有之國家檔案為例 
5）中國量子偉業時代信息技術公司董事長劉鵬先生：檔案數字化管理之

探索 
  本日上午第二場學術研討會，仍由中國文獻影像技術協會秘書長李健

先生主持，評論人為天津師範大學檔案系主任桑毓域先生，三位發言人與

文題分別為： 
1）湖南省檔案局胡振榮先生：基於全員化的檔案在職教育培訓機制與體

制的構建 
2）我國檔案管理局檔案徵集組組長周曉雯女士：政府機關檔案管理人力

培訓概述 
3）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理學院徐擁軍先生：中國大陸檔案高等教育

發展研究 
  綜觀本次學術交流會雙方合計發表19篇論文，且為紀念兩岸交流20
周年更擴大舉辦「紀念海峽兩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流20周年圖片回顧

展」，由於內容頗具深度，尤其點評人更詞鋒犀利，剖析透澈，參與學術

交流會之人士每場均近百名，可謂相當熱烈盛大，各場次研討會結束後隨

即舉辦閉幕式，分別由中國檔案學會理事長李和平女士、中國文獻影像技

術協會副理事長董建偉先生與本學會理事長楊正寬先生分別致詞，檢討本

次特點，惕勵未來，合影後互道珍重，並邀請大陸各地代表明年赴台灣參

加2012年交流會。 
  下午赴屬於中國石化集團的燕山石化集團公司檔案館參訪，該館人員

列隊於門外歡迎，場面甚為壯盛感人，尤其該集團將知識管理中心、檔案

信息中心與圖書館三合一運作，且所有公文均實施線上簽核，並以PDF檔
原貌保存，圖書館並舉辦台灣專題書展，且提供讀者代購服務，令人印象

深刻，晚間由中國文獻影像技術協會宴請於北京同和居飯莊，大家酒酣耳

熱，尤其二道特色菜三不沾與油炸蠍子更是讓人唇齒留香，一生難忘。 
（四）7月24日（星期日）：上午參觀中國電影資料館（東郊片庫），下午赴承德，

晚間由承德市雙灤區檔案局宴請於盛華大酒店，夜宿普寧寺上客堂賓館 
  今日上午安排參觀中國電影資料館（東郊片庫），該館甚早即與我國

電影學會進行交流，對於李行等五國導演亦甚推崇，另一片庫位於與秦始

皇同眠，與貴妃同浴的西安市郊，所有電影軟片均儲存於溫度攝氏0–5
度，濕度35–45％之防爆防核防空洞之庫房內，且設有碩博士級研究生，

出版外文介紹中國電影發展之定期性刊物，為最具權威之中國電影史研究

寶地，同時保留近百年電影發展之拍攝、放映、沖片與運送等硬體設備及

電影海報，讓人流連忘返，午餐後行經京承高速公路赴承德市，晚間由承

德市政府宴請代表團，餐後夜宿逾百年歷史別具特色之普寧寺上客堂賓

館。 
（五）7月25日（星期一）：上午遊覽普寧寺與普陀宗乘之廟，下午遊覽承德避暑

山莊，夜宿普寧寺上客堂賓館 
  今日全日參觀已列入世界遺產名錄保護之普寧寺、普陀宗乘之廟（小

布達拉宮）與承德避暑山莊，雖然整日大雨不斷，惟大家遊興不減，在地



陪海燕小姐的詳細解說下，參拜、遊園、坐龍船與電瓶車四處瀏覽，並於

避暑山莊園內見到悠遊於草園之梅花鹿，並享受頗富盛名之普寧寺上客堂

素齋，晚間已見晚霞映射於普寧寺金頂上，大家都祈禱明日有一豔陽日得

以一親草原風光。 
（六）7月26日（星期二）：上午乘車往圍場，參觀縣城檔案館，午餐後參觀塞罕

壩國家森林公園，晚餐後舉行篝火晚會，欣賞蒙族歌舞表演，夜宿塞罕湖

賓館 
  今日天氣終於放晴，在前導車的護衛下，一路往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

縣進發，並參觀該縣規模龐大的檔案館，親眼見到乾隆時期御令與戰國時

期所遺文物。由於木蘭圍場一年僅二至三個月對外開放，大半年時間均為

冰雪封山，此時正是花開時節，紅黃紫白藍各色花朵競相爭豔，煞是美觀，

大陸安排給予我們國賓隊待遇，前有警車開道，因此未有塞車之苦，中午

於下榻之塞罕湖賓館午餐後，未曾休息，即赴界河與七星湖草園濕地公園

遊覽，晚間更安排篝火晚會，欣賞蒙族歌舞表演，美麗的蒙古姑娘並為我

們獻上純白之哈達表示敬意，夜間望著天空閃亮之星星，今晚一夜好眠。 
（七）7月27日（星期三）：上午參觀機械林場展覽館、遊覽御道口壩上草原風景，

於圍場縣城用餐後返回北京，晚餐由中國檔案報社宴請於花家怡園，夜宿

中國科技會堂 
  今日上午安排參觀機械林場展覽館，五大展覽區敘述了林場創建造林

之艱辛歷程與今日美麗繁盛之景象，隨後遊覽金蓮映日與御道口壩上草原

風景，讓人流連忘返，午餐於圍場縣城用餐後趕返北京，晚餐由中國檔案

報社宴請於花家怡園，品嘗新潮之北京菜，夜宿中國科技會堂賓館。 
（八）7月28日（星期四）：上午分別參觀中國聯通集團公司北京市分公司檔案館

（北京通信電信博物館）與北京量子偉業現代技術有限公司，下午至金源

新世紀購物中心參觀購物，晚間由本學會作東宴請大陸與會人員於中國科

技會堂小宴會廳，夜宿中國科技會堂 
  今早首先安排參觀中國聯通集團公司北京市分公司檔案館所設立之

北京通信電信博物館，走入時光隧道，瞭解中國電信通訊之艱苦興闢過

程，每人並以摩斯漢碼發一封賀電給自己，隨後參觀北京量子偉業現代技

術有限公司，該公司董事長劉鵬先生年僅34歲，10年前以人民幣5萬圓創

業，迄今已成為年營業額數億之軟件服務公司，足見只要時機對，大陸商

機無限。午餐後展開購物之旅，至曾為亞洲最大購物中心之金源新世紀購

物中心參觀購物，5時結束所有參訪行程返回酒店準備代表團回請餐宴，

大家盛裝與會，席開四大桌，邀請參與兩岸交流盡心盡力之之老朋友，場

面熱鬧且充滿感恩情懷。 
（九）7月29日（星期五）：上午參觀國家電網公司檔案館，午餐由北京市檔案局

館宴請，下午參觀北京順義區檔案館，晚餐後由北京首都機場搭機返回臺

灣 
  今日上午參觀國家電網公司檔案館，其先進之展示內容，3D技術呈

現之氣派與動感，讓人驚艷，午餐由北京市檔案局館宴請於城郊花園餐

廳，下午參觀北京順義區檔案館，領略到地方檔案館於愛國教育及展示之

強大功能，晚餐後即赴北京首都機場搭乘長榮航空公司BR715班機返回臺

灣，23:40抵達桃園第二航站，完成本次交流任務。 
 



 
三、建議與感想 
  大陸推動檔案法及檔案學程均較我國為早，對於檔案法制化、採用國際標準

與普設檔案館、檔案學系等亦較為普遍與重視，我國檔案事業目前則以資訊自動

化、檔案科技等領域見長，惟經兩岸兩會共同協商研討後，達到初步共識： 
（一）針對海峽兩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流，歷經20年來之努力，業經植下堅強基

礎，今後當繼續在平等互惠原則下加強聯繫，開創第2個20年交流新貌。 
（二）兩岸現況下雖難以進行檔案資料之實質交流，惟為避免專家學者兩岸奔

波，對於已解密之檔案宜透過網際網路或數位化儲存檢索方式加強實質交

流，並加強互通訊息，以共同提升海峽兩岸之檔案工作水平。 
（三）兩岸對於數位化檔案處理技術之引進不遺餘力，近年來亦進步發展神速，

兩岸對此方面宜加強溝通宣導，相互觀摩學習，以促進檔案現代化與自動

化。 
（四）檔案之有效管理與研究係檔案事業成功之基礎，針對檔案管理經費不足與

人力素質較差部分宜加強支援提升。 
（五）有關檔案不能僅側重於自動化與資訊化之改革，檔案與人性及文化發展關

係之研究今後宜予加強，以落實檔案於個人、家庭、社會與企業間，進而

開拓檔案服務之空間。 
（六）臺灣有關檔案開放與檔案自動化程度，確實較大陸方面為佳；惟大陸方面

對於檔案修裱維護、國際標準與微縮重視程度，以及檔案館之普遍建設及

提供展覽服務則較臺灣為佳。 
（七）大陸有關檔案管理與微縮技術方面業已建立5所專門大專院校培養相關人

才；臺灣地區檔案管理局雖然已逐漸開辦相關訓練課程，惟僧多粥少，且

未能遍及於學校、私人機關與人民團體，本會目前仍係唯一專門舉辦檔案

人才培育與定期出版檔案季刊之專業性人民團體，惟因缺乏政府經費支

持，難以推廣擴展訓練範圍與人數，期待政府能予實質補助。 
（八）大陸近年來檔案人員不乏年輕且曾留學歐美之專業人士，發展潛力甚強，

反觀臺灣部分，優秀人才常因缺乏升遷與發展願景，不願長期留在檔案界

發展，已發生人才斷層，政府相關單位應予正視。 
 
 
四、其他 
（一）檔案管理方面，值得我們借鑑學習之處計有： 

1）大陸檔案館建築宏偉，設備精進：其現代化大樓建築、外觀設計之新

潮與檔管設備之新穎，臺灣除國史館台灣文獻館堪可相較外，實落後

大陸甚多。 
2）檔案典藏範圍廣泛：大陸係以宣傳起家，因此甚為注重檔案館之展示

與教育宣傳功能，各省市檔案局、館合一，占地頗大，除典藏一般公

文檔案外，典藏內容尚包括老照片、文物實物檔案及社會寄存檔案等，

而臺灣各機關檔案多僅限於保存公文檔案，檔案典藏範圍未若大陸各

檔案館廣泛。 
3）重視檔案借閱服務、檔案展覽與教育宣傳：大陸各省市檔案局館除傳

統之檔案典藏功能外，均設有檔案閱覽室及展覽廳，公開提供民眾借

閱檔案，公共圖書館全年只休9天，方便民眾閱覽，且提供讀者代購服



務，推動全民閱讀運動。 
4）重視檔案專業人才培育：大陸方面規定檔案機關人員一年參加專業研

討訓練時數不得低於40小時，且部份年輕幹部亦公費送至歐美先進國

家進行觀摩進修學習，因此新觀念與新技術引進甚快，臺灣由於長期

對於檔案管理投入之資源太少，除中央機關外，基層地方檔管人員缺

乏研習進修管道與經費，允宜加強改善。 
5）重視與國際標準組織接軌：大陸甚為重視並遵循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

（ISO）接軌，反觀臺灣於數年前陸續通過40項微縮國家標準（CNS）
後即未曾再繼續增修，已逐漸與國際標準脫鈎，且大部分基層檔案機

關受限於人才及經費不足，未能具體奉行實踐，實為隱憂。 
（二）經濟建設方面，值得我們借鑑學習之處計有：各大城市經濟建設發展神速，

現代化大廈林立，其市容之壯觀甚至已超過臺北。 
（三）學會經費困窘與人力缺乏，需政府相關機關與熱心人士鼎力相助：由於檔

案與微縮相關領域在臺灣屬於冷門事業，缺乏商業性贊助支持，全台政府

機關雖有超過8,000個檔案單位，惟近年來因預算緊縮及用途限制，無法

提供贊助。今後尚祈政府相關機關能實質贊助，始能圓滿達成交流任務。 
 

 
2011/07/22交流會開幕典禮後合影 

 

2011/07/22交流會貴賓致詞 2011/07/22交流會首場發言人 



2011/07/22交流20周年圖片展會場 2011/07/22交流20周年圖片展啟動 

2011/07/23交流會閉幕式 2011/07/23交流會我國代表團合影 
 

2011/07/23參訪燕山石化合影 2011/07/24參訪中國電影資料館合影 



2011/07/24承德市政府歡迎晚宴 2011/07/26參訪圍場滿蒙自治縣合影 

2011/07/26參訪木蘭圍場途中合影 2011/07/27參訪機械林場展覽館 
 

2011/07/27中國檔案報晚宴 2011/07/28參訪北京通訊電信博物館 



2011/07/28參訪量子偉業時代訊息公司
2011/07/29參訪國家電網公司檔案館合

影 

2011/07/29 參訪北京順義區檔案館合影  2011/07/29 返臺前於北京首都機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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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名譽團長 曹爾忠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名譽理事長、立法委員 
團長 楊正寬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理事長 
副團長 宋惠雲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副理事長、行政院第 7 組參議 
副團長 林昇樂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副理事長、大香山慈音巖主任委員

副團長 林金田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理事兼公關主任、 
國史館臺灣文獻館館長 

副團長 林秋燕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會員、檔案管理局副局長 
秘書長 王珮儀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秘書長 
團員 王素珠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常務理事 
團員 許嘉贊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常務理事 

團員 顧  敏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理事、 
中央研究院 PNC 國家委員會委員 

團員 吳財寶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常務監事 
團員 黃琇瑩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會員、立法院秘書處檔案科科員 
團員 周曉雯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會員、檔案管理局應用服務組組長

團員 謝焰盛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會員、檔案管理局檔案資訊組組長

團員 李瑞金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理事、靜宜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團員 彭  慰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監事、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秘書長

團員 賴淑英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副秘書長、逢甲大學秘書 

團員 林明洲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公關副主任、 
國史館臺灣文獻館編纂 

團員 蕭碧珍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研究組副主任、 
國史館臺灣文獻館編纂 

團員 林惠娟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會員、東南科技大學專任講師 

團員 顧敏敏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會員、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文物維護研究中心主任 

團員 蔡淑娟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會員、博士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團員 蔣臺林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會員、台林牙醫診所負責人 
團員 蔣欣怡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會員、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學生

團員 林美鳳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會員、台中市明德國中教師 
團員 鍾慧珠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會員、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團員 楊子函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會員、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 
團員 楊子萱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會員、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