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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二十週年的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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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欣逢2011年海峽兩岸檔案及微縮學術界交流20週年，兩岸檔案及微縮學術界先進

們能夠在當年第一次定情交流的北京聚首，本人的心情跟各位與會貴賓是一樣地雀躍

鼓舞，歡欣愉快！除了要藉這個難得的機會，代表本會向大陸與會貴賓致上誠摯問候

之忱與敬意之外，也很樂意將本會參與兩岸檔案與微縮學術交流20年來的「回顧過去
」與「前瞻未來」，跟與會兩岸貴賓代表們報告與分享。

20年，其實說長不長，因為從五千年中華文化來說，它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
但如果從一個人百來歲月有限的生命而言，他卻已經是佔去了五分之一，而且是一段

從呱呱墜地，蒙懂無知的嬰兒，必須歷經多少晨昏的母愛親情滋潤，才能夠撫養長大

成人的20年，這個「20」年，可說是人生第一個五分之一最純真的歲月了。因此，20
年，可以說長不長，當然也可以說短不短，無論您的看法是如何分歧，但是相信今天

與會貴賓大家聚首一堂，舉辦這一屆交流會的心情必定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回首來

時，百感交集」。

如果我們試著再想想，20年前，當臺灣才剛解除戒嚴五年，兩岸各個層面都還是
停留在用生澀的、試探的、觀望的心情與態度在交流的時候，我們檔案微縮界的朋友

早已經在杜陵博士領導下，率先以真心的、誠懇的、踏實的行動在進行交流，而且在

兩岸檔案前輩先進努力下，克服萬難，從不間斷，永續交流至今，早已經成為兩岸交

流的典範模式，因此我們也必須藉著這個難得的機會，敬向促成永續交流的兩岸勞苦

功高的所有先進前輩們，致上誠摯的最高敬意。

以下是本人就本會參與兩岸檔案與微縮學術交流20年來「回顧過去」與「前瞻未
來」的報告，敬請指教！

貳、回顧過去
時代的巨輪不停的在轉動，兩岸的情勢也一樣隨時的在變化、在進步；特別是近

一、二十年來，不但政經環境變化急遽，而且兩岸人民的感情友誼也日漸變得濃稠逾

恆，連帶的也將兩岸的檔案學術交流更形熱絡起來，這或許就是當年本會創會理事長

杜陵博士高瞻遠矚，早就預知的情勢，也是他老人家積極籌劃本會展開兩岸檔案學術

交流的動因吧！

為了能讓大家更加瞭解本會推動兩岸交流的史實，在此除要回顧兩岸檔案學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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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過程之外，也計畫將本會會務的發展，一併為各位貴賓簡要介紹，一來是希望讓我

輩能有學習前輩們「創業維艱，前人種樹」的精神，再則是想藉這一個歷史重要時刻

，認識「前仆後繼，守成不易」的責任，攜手努力振作。因此特分為「會務發展的回

顧」與「交流發展的回顧」兩部分介紹。

一、會務發展的回顧

民國67（1978）年，本會創會理事長杜陵教授本著「人棄我取」的冷門哲學，創
立了「中華民國資料處理縮影學會（1978~1984）」，引進現代化微縮科技設備，致力
推動檔案微縮制度；民國73（1984）年本會為了配合「國際縮影學會」更名為「國際
資訊管理學會（IMC）」，同時亦為了籌辦民國74（1985）年於台北舉辦「亞太地區
資訊與縮影管理會議」之緣由，更名為「中華民國資訊縮影管理學會」（1984～1993
），全力參加及主辦各項國際會議，將中華民國台灣的檔案資訊及微縮事業推向國際

舞台。

民國82（1993）年，本會又為了便於推動海峽兩岸檔案與微縮學術交流，期能借
鏡大陸檔案管理經驗與技術，以促進我方檔案與微縮事業之發展與成長，再度將學會

名稱由「中華民國資訊縮影管理學會」更名為「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迄今

，在學會人力、財力不足以及缺乏社會環境支援下，兢兢業業戮力推動，獲得甚多差

強人意的成果。其中「檔案法」就是在本會邀集專家學者多次會商後提出該法草案，

並經本會前任理事長曹爾忠先生及第7屆理事長潘維剛女士，以及立法院多位委員支持
協助下，已於民國88（1999）年12月15日由總統明令公布，行政院並核定自民國91（
2002）年1月1日起施行，檔案管理局亦於民國90（2001）年11月23日正式成立，「檔
案庫房設施基準」及「機關檔案管理單位及人員配置基準」等二十餘種相關子法及行

政規則，亦陸續發布實施。

至此，我國檔案管理制度始正式步入法制化、標準化與專業化常軌。依據本會創

會理事長杜陵先生的觀點，他老人家認為隨著「檔案法」公布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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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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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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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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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十二項是杜老生前睿智的指示，也可以說是目前檔案界允宜奉為圭臬的指導

原則。雖然我們尊敬的創會理事長杜陵教授為我國檔案的發展鞠躬盡瘁，積勞成疾，

不幸於民國90（2001）年4月6日猝然仙逝1，無法再為學會以及我國檔案資訊微縮管理

事業奉獻心力，但只要本會同仁上下一心，奉為努力目標，念茲在茲，懸的以赴，相

信必能早日完成杜老遺志。

本會曹前理事長爾忠也曾將本會發展歷程分為萌芽、茁壯及重生等三個時期，扼

要敘述如下：2

（一）萌芽期：中華民國資料處理縮影學會（1978～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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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雜的資料文書檔案導向現代科技管理，始能

應付未來的時代需要。於是，創會理事長杜陵教授與鄒幼臣先生及王珮儀小姐

經過近一年的籌備工作後，乃於民國67年（1978）11月24日成立了中華民國資
料處理縮影學會，選出徐鼐先生為首屆理事長，並聘請理事杜陵博士兼任秘書

長，王珮儀小姐熱心資助經費且提供會址，負起實際推動會務之責任。

由於「資料縮影」在當時還是一個比較新的名詞，學會初創即共識到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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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先後進

行了下列各項工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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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我國縮影片國家標準及其保存

年度極限之研究」，為我國縮影制度與管理工作奠下基礎，甚受政府重視。

2、編印「縮影研究」專刊，贈送國內外有關人士及單位參閱。
3、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科會科技資料中心、內政部地政資料中心、中
央圖書館等合辦專業性縮影講習會，積極推廣資料縮影管理作業。

4、參加國際縮影學會活動，並自1980年開始派員出席該會國際年會，建立國際
學術交流管道。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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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三年努力，完成八個地政單位縮影管理系統實驗作業。該實驗報告並於國

際縮影學會1981年墨西哥舉行的國際縮影年會會刊中登載，受到各國重視。
6、舉辦各種學術座談會，出版有關專門書籍三種。

1 今年民國 100（2011）年 4 月 6 日適逢本會杜創會長陵公仙逝十週年，本會特於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舉辦追思會，並出版紀念文集。承蒙兩岸檔案學界先進，或致電、或惠賜鴻文、或駕臨參
加追思活動，敬表謝忱。

2 曹爾忠，從篳路藍縷盼海闊天空─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成立 30 年紀念，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
管理學會網頁（http://www.chinafile.org.tw/a0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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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茁壯期：中華民國資訊縮影管理學會（1984～1993）
民國73年（1984）本會為了配合國際縮影學會更名為國際資訊管理學會（

IMC），同時也為1985年預訂於台北舉辦之「亞太地區資訊與縮影管理會議」
之緣由，將「中華民國資料處理縮影學會」更名為「中華民國資訊縮影管理學

會」，增強國際事務處理的發展空間，先後完成了下列各項工作：

1、1985年7月11日至13日於台北市圓山大飯店國際會議廳舉行「國際資訊管理
學會亞太地區資訊與縮影管理會議」，出席會議的中外學者專家有五百餘人

，提出論文45篇及10篇專題演講詞，論文集厚達830頁，會後均製成微縮片
以利郵寄及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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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等十餘國的代表們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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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台灣首次資訊微縮設備

展覽，恭請 嚴前總統靜波先生主持揭幕。

2、民國76年（1987）4月學會與中央警官學校合辦國際性「資訊管理與公共安
全學術研討會」，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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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獲致社會重視與贊譽
。

3、1989年6月承國際資訊管理學會（IMC）支援，於台北市圓山大飯店舉行「
資料及文書管理國際會議」，IMC特派執行委員韓森爾先生、秘書長霍夫曼
先生出席參加，與會中外學者專家計三百餘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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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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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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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由埃及曼索爾主席（Mr.
Abmed M. Mansour）及阿布卡夫博士（Dr. Abedl saiam M. Aboukahf）代表簽
訂盟約，雙方達成下列數項協議：

（1）同意於1990年4月組團出席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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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用阿拉伯文、中文、英文三種文字

編印。

（3）1991年9月於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行中阿資訊縮影學術交流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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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計本會在此期間，參加各項國際學術會議共計13次，其舉辦時間地點及
出席代表人士如下表：

（三）重生期：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1993迄今）
其實這個時期正是進入兩岸交流的時期，為免篇幅重複，特留在下一個「

交流發展的回顧」中介紹。

http://www.chinafile.org.tw/a02-2.htm


檔案與微縮
FILE AND MICROGRAPHIC MAGAZINE

1980年至1992年間本會參加各種國際學術會議情形統計表

時間 國際學術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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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華檔案暨資料微縮管理學會網頁，97年7月。）

二、交流發展的回顧

從上述「會務發展的回顧」中，很容易瞭解到在本會成立之初，特別是本會創會

理事長杜陵教授在民國67（1978）年創立本會前身的「中華民國資料處理縮影學會（
1978~1984）」時，兩岸既咫尺又天涯，往來幾乎斷絕。這是因為臺灣在當時正處於戒
嚴期間，別說兩岸交流，就是要創立一個人民團體組織性質的「學會」，可以說非得

要有良好的黨政關係，否則莫辦，這不就正是應驗了一句「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

就有關係」的歇後語了嗎？因此可以證明，本會能有今天，應該還是拜杜老黨政關係

的優勢才得以成立、茁壯與發展開來的。今天我們齊聚一堂，飲水思源，不禁又要感

謝杜老，難得他老人家不但有遠見，而且又有心想做事，當然更靠著杜老豐厚黨政的

人脈關係，才得以成就出這百世基業來。

民國76（1987）年7月15日，臺灣公布解除戒嚴令，雖然當年11月2日就開放大陸
探親，但是兩岸無論是政府或民間，還是不敢明目張膽，大方地交流。就是政府也一

直到三年後的民國79（1990）年5月20日，才提出真正與大陸有條件的對談，而民間仍
卻僅止於探親，那有交流互訪的可能呢？可是杜老好像已經預知到兩岸的情勢，時代

的巨輪，絕對不會往後轉似的，因此又「有心想做事」的念頭再度興起，在他腦海深

處早已又在規劃兩岸檔案學術交流的事了，真佩服他老人家的腳步，總是走在廣大沈

睡大眾的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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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在民國81（1992）年5月吧！杜創會理事長劍及履及，開始行動起來，他率
領本會前輩們，與大陸的「中國檔案學會」取得了聯繫，並協議自民國82（1993）年
開始，推動海峽兩岸檔案與微縮參訪聯誼，期能借鏡大陸檔案管理經驗以促進我方檔

案與微縮事業之成長。這個提議很快獲得大陸檔案界的共識後，遂於民國82年，先將
本會申請改名稱登記，改為「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的現在名稱，做為與大

陸「中國檔案學會」雙方學術交流的對口單位，輪流負責召開交流會議，並協商依下

列三項原則作為互相信守事項3：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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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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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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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原則」的目標正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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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升，更具有

學術內涵和價值。

民國87（1998）年很高興大陸方面又增加了「中國文獻影像技術學會」參與，成
為兩岸三會的交流，陣容更加強大，效果也更為恢弘，截至去年民國99（2010）年為
止，海峽兩岸檔案暨資訊微縮學術交流會議已經舉行了20次，成果至為輝煌。而這交
流的「三項原則」，兩岸檔案朋友一直信守不逾，更有趣的事，這交流的「三項原則

」，似乎也變成了開兩岸風氣之先，大家不覺得目前海基、海協兩會交流不也是遵循

這個原則的嗎？今天我們在回顧與前瞻的場合中，一定要跟杜老及當年兩岸檔案協商

的前輩們宣誓，我們一定會一直遵守下去，不過「每次以不超過25人為原則」，從最
近幾次交流盛況看來，可能要失禮的報告杜老，似乎很難承諾的囉。茲將歷次交流之

會議名稱、舉辦時間、地點、出席人數、主持人，以及考察訪問地點列如下表：

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議歷年辦理情形統計表

會議名稱 地點 出席人數 主持人 考察地點

1992年 4月台灣資訊微縮與檔
案管理界參觀旅遊團

北京 26人
(中)劉振杰
(台)梁許春菊

南京、黃山、上海、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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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成都、峨嵋山

、重慶、武漢

1994年 8月海峽兩岸檔案管理
暨微縮技術交流會

台北 171人
(台)杜陵
(中)王明哲

台北故宮、新店

3 杜陵，從資料處理到檔案管理─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二十年嬗變簡述，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

管理學會網頁（http://www.chinafile.org.tw/a0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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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8月海峽兩岸檔案學術
交流會

昆明 42人
(中)王明哲
(台)賴澤涵

西雙版納

1996年 11月海峽兩岸檔案暨
微縮學術交流會

台北 175人
(台)杜陵
(中)劉國能

台中、高雄、屏東

1997年 9月海峽兩岸檔案學術
交流會

瀋陽 52人
(中)王明哲
(台)顧敏

本溪、大連、密雲、

承德、北京

1998年 5月海峽兩岸檔案學術
交流會

台北 175人
(台)林耀興
(中)沈正樂

台中市、日月潭、

高雄市、鵝鑾鼻

1998年 9月海峽兩岸資訊微縮
學術交流會

台北 52人
(台)潘維剛
(中)孫承鑒

陽明山、士林等地

1999年 8月海峽兩岸檔案學術
交流會

上海 40人
(台)潘維剛
(中)沈正樂

蘇州、無錫、南京、

杭州

2000年 10月海峽兩岸檔案暨
微縮學術交流會

台北 150人
(台)潘維剛
(中)王德俊

新竹、台中、高雄

2001年 4月海峽兩岸檔案學術
交流會

鄭州 60人
(中)沈正樂
(台)賴澤涵

鄭州、洛陽、開封、

西安

2002年 8月海峽兩岸檔案暨微
縮學術交流會

台北 220人
(台)潘維剛
(中)劉國能

宜蘭、花蓮、台東、

屏東、高雄

2003年 9月海峽兩岸檔案暨微
縮學術交流會

成都 80人
(中)沈正樂
(台)賴澤涵

四川、成都

2004年 10月海峽兩岸檔案暨
微縮學術交流會

台北 230人
(台)賴澤涵
(中)馮鶴旺

台北、台中、嘉義、

高雄、屏東

2005年 8月海峽兩岸檔案暨微
縮學術交流會

貴陽 60人
(中)馮鶴旺
(台)黃深勳

貴州省貴陽

2006年 10月海峽兩岸檔案暨
微縮學術交流會

台北 123人
(台)賴澤涵
(中)衛克興

台北、台中、嘉義、

高雄、屏東

2007年 8月海峽兩岸檔案暨微
縮學術交流會

福州 97人
(中)馮鶴旺
(台)曹爾忠

福建省福州市

2008年 10月海峽兩岸檔案暨
微縮學術交流會

台北 200人
(台)曹爾忠
(中)榮華

台北、台中、嘉義、

高雄、屏東

2009年 8月海峽兩岸檔案暨微
縮學術交流會

北京 120人
(台)曹爾忠
(中)馮鶴旺

北京、天津

2010年 11月海峽兩岸檔案暨
微縮學術交流會

台北 171人
(台)楊正寬
(中)付華

台北、台中、嘉義、

高雄、屏東

2011年 7月海峽兩岸檔案暨微
縮學術交流會

北京 百餘人
(台)楊正寬
(中)李和平

北京、承德、

內蒙古

（資料來源：參考增訂自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網頁。）

至歷次兩岸檔案學術交流，除第一屆係屬聯誼、考察互訪性質，並未提列論文從

事學術交流之外，其餘本會參與代表發表之歷屆論文及作者姓名，請參閱附錄「台灣

http://www.chinafile.org.tw/a0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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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論文集目錄」。

回顧學會成立30餘年來的歷程，從無到有，從不可能到可能，這都是杜創會長陵
公及歷屆理事長、理、監事，以及王秘書長珮儀領導的會務人員和全體會員付出心力

耕耘得來的成果！特別是王秘書長珮儀女士一肩扛起對杜老的承諾，締造了這一部艱

辛紀錄，應該在我國的檔案發展史中留下輝煌的一頁，也如果沒有前輩們這番披荊斬

棘的奮鬥，要想實現檔案管理制度化、現代化的目標恐怕還是遙遙無期？

參、前瞻未來
回顧過去，目的就是要策勵將來，特別是在20週年兩岸檔案學界聚首的這個歷史

時刻，我們不但要一方面用感恩的心情回顧過去，也要用積極的行動前瞻未來。檔案

文獻雖然只是「故紙堆」，但卻是歷史的「忠實紀錄者」，我們的任務不但要善盡典

藏維護責任，而且要將檔案完美無瑕地流傳下去，貢獻給全人類；每年一次的兩岸檔

案交流雖然只是短暫的幾天，可是切蹉的功效卻是要有助於未來的兩岸檔案學術發展

。

因此，要藉這個機會前瞻未來，目的是希望讓我們的交流更平順，大家更瞭解，

感情更水乳，功效更恢弘，期待獲得各位的指教也更豐富。以下就針對臺灣檔案的發

展環境條件，將本會未來想積極推動的主要構想報告如下：

（一）隨時檢討增修檔案法，兼顧理想與實務

現行檔案法立法過程中因各界意見分歧，以致在折衝協調中部分理想有所

犧牲，且為賦予彈性以致條文減少，內容過於簡略，復因該法實施已近10年4，

為配合環境變遷與實務需要，仍需補充修正之處尚多，猶待本學會再度動員專

家學者對法案作為更為週延之修正建議，期使檔案資訊微縮管理能有更周延之

法律俾便遵行。

（二）因應知識管理趨勢，加速第二次檔案改革

邁入二十一世紀，為因應知識爆炸與高度資訊化趨勢，並提升國家競爭力

，加強知識管理以促進檔案事業之變革與創新乃必要之途。因此，檔案管理已

無法滿足於狹隘與封閉之文件管理模式，而須導入知識管理理念，建構檔案管

理之核心價值，以加強為民服務，為國家發展歷史作見證，創造國家智慧資產

，提昇政府知識管理效能，並便捷檔案資訊開放應用。因此有賴本會專家學者

，繼續協助政府就檔案管理相關領域，擘劃建立分享、創造、流通及加值服務

之知識系統。

（三）推行檔案管理與資訊微縮技術士（師）檢覈，建立專業證照制度

早期由於政府機關多未重視檔案管理與資訊微縮之發展，不僅缺乏專業人

4 「檔案法」於民國 88（1999）年 12 月 15日公布，民國 97（2008）年 7月 2日修正第 28 條「公立大
專校院及公營事業機構準用本法之規定。受政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其受託事務範圍內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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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訓課程與場所，對於相關從業人員亦未建立專業證照考試或檢覈制度，以

致難以樹立檔案管理與資訊微縮專業性與權威性，相關從業人員因而亦未能受

到各界肯定與尊重，難以留住人才。本學會仍將繼續建議政府有關部門辦理「

檔案管理與資訊微縮技術士（師）檢覆」，以建立專業技術人員之証照與任用

管道，俾有助於微縮事業發展與促進檔案管理現代化資訊化之需求。

（四）督促政府落實檔案清理與公開，加速建立國家檔案典藏制度

由於檔案法之通過施行與國家檔案局之成立時期適逢國家財政預算日益艱

困之際，因此人員與設備經費未能充分配合檔案管理業務之增加予以充實，因

此許多機關仍未能落實檔案清理與檔案公開作業，甚多珍貴檔案恐將在有意或

不經意下銷毀而終難見天日，近日「1949年四六事件」與「1973年台大哲學系
事件」檔案遭銷毀事件與近期「國務機要費檔案加、解密事件」即已引起各方

重視，本學會站在民間立場，自當督促政府機關落實檔案清理與檔案公開，並

加速建立國家檔案典藏制度，俾為國家發展歷史作見證，並便捷檔案資訊開放

應用。

（五）賡續辦理檔案管理與微縮技術教育訓練，培育人才

由於國家檔案局迄未建立檔案管理人員訓練機構，而目前大專院校教育體

系中仍無檔案管理及資訊微縮技術之專門科系，以致專業人才缺乏培育管道。

本學會仍將於以往厚實之訓練基礎上，賡續辦理檔案管理與微縮技術教育訓練

，並為配合中南部與東部引頸企盼之檔案從業人員訓練需求，突破困難將訓練

班拉向北部以外地區，並以檔案管理與資訊微縮實務訓練為主，同時加強檔案

修裱班之開展，俾與檔案管理局及政治大學訓練班相輔相成，共創檔案管理與

資訊微縮管理新面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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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運用學者專家和學術團體來共同努力才能把它完成！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將是最專業的助手、最熱心的伙伴，我們不計較

「光環」的組合，是值得政府主管機關信賴的學術團體！

（六）研究創新，開創「動態化」檔案研究

大家一談到檔案研究，或許都會直覺得是在研究室內從事故紙堆的爬梳、

翻閱、查證與發現新史實的千古事；要不就是研究如何將檔案庫房內已毀損或

即將瀕危的檔案，透過整理、裱褙、修護技術，使之恢復舊觀，方便保存典藏

；目前則趨於配合電腦科技的進步，更積極進行將龐大數量的檔案，以微縮、

掃描、數位化的方法，方便有興趣研究的學術界檢閱、摘錄與研究。但無論是

以上的任何一種大家熟知檔案研究的方式，卻仍然還是離不開「故紙堆」的靜

態研究方法，這些方法也是個人早年於文獻、檔案界工作時的中心任務，不敢

須臾偏離。

去歲以觀光學界之身，又歸隊檔案學界，便亟思整合兩者，試圖突破傳統

「故紙堆」的靜態研究觀念，建構一套讓檔案研究更活潑而跨越延伸到觀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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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領域的方法，因尚在實驗階段，故暫且以「檔案研究動態化」5為題，請益方

家。又鑒於欣逢民國百歲，凡我國人對於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史實

檔案，莫不皆瞭然於懷，因此特藉「文化觀光研究」教學之便，設定主題，發

動學生進行遊程設計比賽，目的在期待有志一同，複習民國檔案，按圖索驥，

現場印證歷史。也希望藉此主題，一改過去大家強忍青燈孤寂，抱守故紙堆的

方式，不只眼到、手到、心到，更重要的是還要「腳到」，使未來的檔案研究

者更有信心地邁開步伐，走出檔案室、離開研究室，朝向以更陽光的觀光化、

活潑化、動態化的方式，去從事一向被認為孤、冷、艱、僻，而望之卻步的靜

態檔案研究。

（七）全力推動檔案管理學術發展的「六化原則」

鑒往可以知來，為了更進一步具體前瞻我們的未來，本會今後行動的方向

，將積極致力於檔案的「顧客化」、「資訊化」、「安全化」、「普遍化」、

「學術化」及「責任化」等如下所述的「六化原則」，全力推動檔案管理學術

發展工作6：

1、顧客化：力求檔案「典藏維護」與「研究利用」並重，以創造或滿足顧客價
值，並積極辦理培訓及檔案行銷工作，同時極力塑造檔案管理人員尊嚴，使

檔案管理事業在穩定中得以成長與茁壯。

2、資訊化：促進檔案快速流通，將檔案與資訊緊密結合。過去偏重於紙質檔案
管理，未來將面臨電子檔案管理的考驗，尤其是電子簽章法已獲立法院三讀

通過，為預為綢繆，應盡早研擬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及各項配套措施。

3、安全化：避免檔案遭受毀損，甚而影響國家利益，特別是臺灣地震、颱風頻
繁，除了微縮，還要加強數位化。又因檔案涉及機密、智慧財產權及個人隱

私權等問題，故應妥為規劃，以確保檔案之安全及適度的開放與應用。

4、普遍化：促進檔案知識之有效應用，打破檔案管理之傳統觀念，喚起全民對
檔案的認知，並結合「三A（Archive）」，即「政府檔案」、「社會檔案」
與「產業檔案」，使檔案文獻轉化為有用知識，俾作為改善生活品質之用。

5、學術化：各位先進都是檔案界的菁英，具有檔案管理的專業知識，希望大家
攜手合作，藉著交流學習，讓檔案學術研究更往上提昇。因此，未來應結合

檔案理論與實務，積極建立檔案研究方法、檔案理論之充實與檔案行銷學等

，為兩岸檔案學術開創新境界。

6、責任化：前瞻未來，千頭萬緒，但是重要的除了「方向」之外，就是「責任
」，我們的責任到底在那裡呢？檔案是只有檔案人員的責任嗎？下圖是我在

2009年交流會的簡報，我原先想強調的是，檔案是有生命的，從無到有，從

5 楊正寬，檔案研究動態化可行性前置實驗─以民國百年檔案勘考遊程設計為例，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

管理學會，檔案與微縮第 98期，2010年秋季號，頁 5–17。
6 陳士伯，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詞，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

檔案與微縮第 63 期，2001 年冬季號，頁 1–3。按作者為檔案管理局前局長，文中原來只提出「五化
原則」，「責任化」是本文增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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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書歸檔，到文獻、史料，也就是從公務人員到檔案人員，從檔案人員又

交到文獻或檔案館，最後成為歷史研究者需要的史料，這一系列的檔案生命

歷程，看來大家都要負起應負的責任。因此本會也將致力推廣人人有責的「

全民檔案責任制」，目前我都會利用被國家文官學院邀請為歷年各梯次高等

、普通考試及格人員職前訓練，講授「文書與檔案管理」的機會，對新進的

公務人員強調要負起檔案責任的觀念。

肆、結語
記得著名的英國小說作家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J. H. Dickens，1812–1870）在

他的《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第一章開始就寫著：7

這是一個最美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糟糕的時代；這是一個智慧的年頭，也是一個

愚昧的年頭；這是一個信仰的時期，也是一個懷疑的時期；這是一個光明的時代，

也是一個黑暗的時代；這是一個希望的春天，也是一個令人失望的冬天。

7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按：查爾斯·約翰·赫芬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 年 2 月 7 日－1870 年 6 月 9 日），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著名小說家。除雙城記之外，
還有老人與海、塊肉餘生錄、孤星淚等膾炙人口的小說問世。

20 1 1 / 4 /2 2 0 0 9 年 海 峽 兩 岸 檔 案 暨 微 縮 學 術 交 流 會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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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運用「美好的與糟糕的」、「智慧的與愚昧的」、「信仰的與懷疑的」、

「光明的與黑暗的」，還有「希望的春天與失望的冬天」等直覺又對立的名詞，來突

顯出他對當時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臆測、矛盾、掙扎與感嘆。我舉這段話並不是有意要

聞風起舞，呼應他什麼，因為我沒有文學素養。我只是在想，狄更斯如果當時能有「

檔案利用」的理念與方便，可能就不會有這個感嘆，因為「檔案」會給他「真相」，

他的概念也就不會這麼模糊、掙扎與矛盾了。

相較於孔子，他老人家就很有智慧，他是一位有多少檔案證據就說多少話的人，

孔子在《論語．八佾》就曾說過8：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

吾能徵之矣。

因此，由於檔案文獻的不足，以致孔子無從考證夏禮、殷禮，只有周禮因為檔案

完整而被他用來制禮作樂，寫成《禮記》一書。如果孔子換做是狄更斯的話，可能在

沒有檔案獲得真相之前，就不敢隨意感嘆了，可見「檔案」是如此的重要。

其實「檔案」是全人類的檔案，他只不過是分別暫時地存在臺灣、在大陸，甚至

在世界各地某一個角落的檔案館而已。今天我們所有在座的朋友們一定都明白，「檔

案管理工作者」是一項人類歷史賦予我們的神聖任務，如果每一位檔案管理者都能善

盡責任，就很容易地讓會說話的檔案，忠實的告訴狄更斯、告訴孔子，甚至是告訴廣

大的全人類，以及綿延不絕的我們後代子子孫孫，讓現在、甚致未來想要瞭解每一個

歷史時代真相的人，都很方便閱覽他想要閱覽的資料；都有權利瞭解他想要瞭解的史

實。反過來說，也可以讓檔案的製作者知所警惕，因為任何官書、案牘都將會公諸於

世人的審判。

最後，我很好奇的想請問兩岸尊敬的代表們，各位不知道有沒有想過一個有趣的

問題，那就是我們下一個20屆的交流會到底會是如何的一個情況呢？我相信在座各位
都很難預料或勾勒出那個時候交流的盛況程度到底會是如何，除非在座檔案界新秀，

否則那已經不是我們可以左右或擔心的事了。但是我們卻要有責任，也要有信心，確

保交流會繼續的傳承下去。因為「交流」確實是是兩岸人民一條「不歸路」，不只是

「檔案」，就是其他攸關兩岸人民的諸多事務，相信兩岸人民也都又共同的認識，這

是一條永遠的不歸路，大家一定要「什麼攏免驚，大步向前行！」

當然也不只是擔心下一個20屆而已，甚至40屆、80屆，乃至於100屆、200屆以後
的千秋萬世，只要有「檔案」存在的年代，就一定要讓兩岸有切蹉與聯誼的機會。因

為檔案管理是一項精益求精的大業，越是交流就越進步，我們絕不能再讓第二位「狄

更斯」，因為沒有檔案，以致於看不清時代真相而感嘆；當然我們也有責任要讓未來

的下一位「孔子」，有完整的各個時代檔案或文獻提供給他，讓他老人家因為有「足

徵」的檔案，而有「能言」的機會來著書立說。

敬祝第20屆兩岸檔案學術交流大會成功！尊敬的兩岸各位貴賓代表們健康！平安
！順心！愉快！

8 《論語．八佾》。查：古籍未見「檔案」字眼，《論語．八佾》亦是首次提及「文獻」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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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第8屆）
檔案管理與文書中心 杜陵、沈景鴻

公文處理電腦化思維 黃深勳

檔案分類表編制議 張澤民

台灣地區檔案事業的發展現況 廖龍波

教育檔案光碟系統之研究 曾再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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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第9屆）
大溪檔案移轉記 簡笙簧

從九二一震災談台灣文獻史料數位化之重要性 楊正寬

現代化檔案管理的契機與省思 許嘉贊

網際網路發展與兩岸僑務研究 朱浤源、黃文德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之整理與利用現況 朱德蘭

多媒體在檔案管理上的應用 顧敏

微縮技術在博士論文電子檔案中的應用 王淑貞

淺釋文書中心 沈景鴻

檔案資訊管理單位在國家資訊基礎建設環境中功能定位與推展策略探討 張淑惠、李少維

檔案移交論 路守常

台灣地區檔案教育之我見 張樹三

從資料處理到檔案管理（參考文獻） 杜陵

2001年（第10屆）
從檔案管理到知識管理 杜陵、陳志誠

台灣影音史料館及數位化建置與推廣之研究 楊正寬

大溪檔案籌筆整理之研究 簡笙簧

ISO9000檔案管理作業程序之製作與知識管理 徐筑琴

微縮檔案數位化影像品管作業研究 黃文珍

2002年（第11屆）
序 賴澤涵

檔案管理自動化 趙培因

工業自動化檔案管理 賀立維

縮攝之環保與作業安全問題 蔡明樺

系統及媒體之生命週期與選擇 程慶海

文件影像產業的趨勢 傅振祥

檔案與社會研究 石樸

故宮檔案與清代社會史研究 莊吉發

家族史料的搜集與研究－以霧峰林家的研究為例 許雪姬

1939－1945日佔海南關係檔案與史料意義 朱德蘭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私人捐贈資料之典藏與運用 莊樹華

2003年（第12屆）
序 賴澤涵

檔案運用與社會發展 朱浤源

菁英領導國策公司之特色－以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為例（1936－1945） 朱德蘭

紙本檔案修復作業中扥裱技法之探討 姜正華

如何建構台灣文獻之研究 楊正寬

新聞文獻知識管理系統 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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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13屆）
序 賴澤涵

大尺寸文件數位化儲存與管理初探 蕭富隆

數位化檔案應用之探討 高金東

政府檔案知識探索初探 張文熙

微縮片數位化之解析度探討 邱鴻均

機關微縮檔案之複製及其法律效率之研究 王淑貞

檔案科技來自人性 榑振祥

如何善用地圖檔案落實鄉土教育之研究 林惠娟

書磚另種揭法研究 楊時榮

由捐款贈與檔案解讀臺拓會社的饋贈文化〈1938–1944〉 朱德蘭

從史學方法論檔案的重要性：以二二八事件研究為例 朱宏源

2005年（第14屆）
序 賴澤涵

清初台灣府志對福爾摩沙山川形勢的傳真 楊正寬

檔案閱覽服務與檔案館功能之發揮－以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為例 蕭富隆

從速建立檔案知識庫以邁向資源共享與社會服務新紀元芻議 許嘉贊

檔案的特質析論 陳忠誠

電子媒體轉置微縮品之檢驗目標探討 王淑貞

從組織公平的觀點探討員工知識分享的動機 傅振瑞

2006年（第15屆）
序（賴澤涵）

學術研討會會議程序表

學術研討會主持人、評論人、發表人簡歷

文件中心體制之研究–以台灣地區為例 薛理桂

現代化檔案保存維護與應用 張鴻銘

檔案管理資訊化的發展–以電子檔案為例 邱菊梅

檔案週與推廣活動 林巧敏

明清時期台灣旅遊地圖版本及其變遷考 楊正寬

臺灣總督府檔案中金礦開採區域初探 張谷源

澱粉酵素應用於書畫裱褙襯紙揭離技術之研究 葉仁正

檔案與新聞報導-余登發縣長去職案 葉振輝

檔案與口述歷史之間：二二八史學在中研院近史所 朱浤源

2007年（第16屆）
2007年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論文集序 曹爾忠

2007年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代表團團員
檔案素養對社會大眾推廣的途徑 薛理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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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化社會中檔案管理與服務遭遇之問題與改進建議 許嘉贊

電梯維修檔案管理自動化的構築之研究 林文彬

二二八事件檔案的庋藏與 Kerr個案研究 朱浤源

臺灣日軍投降後武器外流情況及其影響 朱浤源、黃種祥

台灣地區鄉鎮志出版情形之探討〈1949-2007〉 張火木

檔案的運用與真相的探索「以沈鎮南判亂案」和「二二八事件的台糖」為例 程玉鳳

會議檔案之整理與應用 蕭碧珍、邱欣怡

2008年（第17屆）
序 曹爾忠

程序表

議程委員

檔案數位化在臺灣發展之現況與展望 薛理桂

檔案知識管理與組織優勢 林志鳳

數位內容檔案管理之資訊安全議題探討 陳淑華

評「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微縮資料—數位化工作流程指南」 王淑貞

台灣地區家譜資料的徵集與數位化 林巧敏

檔案文獻的分類與比較：以二二八時期蔣中正三天內的決策為例 朱浤源

2009年（第18屆）
檔案數位化應用服務在臺現況與展望 陳美蓉

以生命周期管理為基礎建置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平台作法 張文熙

檔案管理資訊化問題之探勘 許芳銘、范秋足

台港澳三地殖民文獻與檔案管理之比較 楊正寬

檔案數位資源整合檢索設計－以家譜及政府資訊為例 林巧敏

台灣地圖檔案的數化與活化 林惠娟

紙質文獻修復對檔案數位化發展之意義—以「支那經濟」的手工脫酸與加固
案例說明

顧敏敏

2010年（第19屆）
序 楊正寬

序 林金田

鐵道檔案整編與修護 陳淑美、陳亦榮

檔案修復操作工法標準化與動作時間研究初探 葉仁正

宏觀鑑定在政府機關實施初探 薛理桂

歷史論文引用檔案文獻之特性分析 林巧敏

臺灣檔案所見光復初期中共地下黨 朱浤源

臺灣省級機關檔案數位化之標準與利用 蕭碧珍、邱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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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20屆）
序 楊正寬

臺灣文獻館收藏之檔案及提供利用概況 林金田

政府機關檔案管理人力培訓概述 周曉雯

錄影帶類檔案之維護與數位化–以檔案管理局管有之國家檔案為例 謝焰盛

臺灣地圖典藏與應用之現況、問題與展望 林惠娟、許嘉贊

裝幀形式與圖書文獻保存關係之探討 顧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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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淑娟

（資料來源：整理自歷年海峽兩岸檔案學術交流會臺灣代表論文集「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