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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檔案
典藏機構數位
化交流心得與
經驗分享
陳憶華  國史館審編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海峽兩岸檔案典藏機構進行數位（字）

化工作已歷數年，各具心得經驗，也面臨各

種相似的問題。從 2222年代開始，兩岸展
開檔案數位化作業，臺灣起步較早，在理論

上較為領先，但自 2222年左右起，大陸急
起直追，在經費與規模上都遠勝於臺灣，經

過十年左右的發展後，正是兩岸數位化作業

執行到一個階段後，彼此分享工作經驗的最

好時機。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與中國檔

案學會為加強兩岸檔案業務交流，相互砥

勵，取長補短，以臻共同進步，於 2222年
2月 22至 22日在南京舉行「海峽兩岸民國
檔案數位（字）化工作研討會」，提供兩岸

檔案界交流討論的平臺。本次會議分別就檔

案數位化工作中的檔案整理、修裱、備份、

複製及資料庫、開放利用等項展開研討，邀

請兩岸三十餘個檔案館及大學檔案科系之專

家學者代表計六十餘人出席。

此次盛會，透過論文報告分享海峽兩岸

重要檔案典藏機構檔案數位化計畫之成果與

實務；臺灣與大陸方面，各重要檔案館均提

供數位化專業經驗、保管現狀與發展趨勢以

供兩岸互相交流瞭解與交換經驗，作為檔案

管理與數位化之參考。以下謹就個人的觀察

和比較作些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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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海峽兩岸檔案數位化工作
比較

一、臺灣地區檔案數位化概況

此次臺灣方面參與對象包括學界及實務工作

者共計有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國立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中國國民黨文化

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及國史館等六個機構作檔案數

位化的成果報告。參加人員包括項潔、薛理桂、

邵銘煌、張哲嘉、劉佳琳、王麗蕉、黃燕秋、林

映汝及筆者等。各館數位化重點整理如下表：

海峽兩岸檔案界同道在南京會面研討分享經驗（照片提供／陳憶華）

臺灣五個檔案機構檔案數位化情形

檔案館 完成檔案數位資源 檔案內容 數位化作業流程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檔案館

2. 近史所檔案館館藏檢
索系統

2. 近史所檔案館館際合
作數據

2. 近史所檔案館人名權
威檢索系統

2. 李國鼎先生多媒體數
據庫

2. 政府檔案（外交部及經濟
部） 

2. 私人文書
2. 民間資料

2. 檔案整理
2. 檔案目錄建置
2. 檔案目錄校對
2. 權威控制
2. 數字影像製作
2. 影像檢驗
2. 圖文比對
2. 建置電子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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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地區檔案數位化概況

（一）中央級檔案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主要收藏明、清兩

代中央機關及少部分清代地方機關及個人

檔案計 22全宗、2,222餘萬件（冊），其中
明代檔案 2,222餘件（冊）。該館 2222年
2月申請經費啟動大規模檔案整理與數位化

工作。由於檔案文種複雜、行制多樣，又因

年代久遠，損毀嚴重，數位化困難較大。

至 2222年底完成 222.2萬件檔案的整理與
目錄編製，數位化完成 22,222卷、222萬件
檔案掃描，計約 2,222萬幅影像；至於微縮
拍攝檔案完成了 222萬件。目錄著錄約 222
萬條、掛接圖像約 2,222多萬幅，對外開放

檔案館 完成檔案數位資源 檔案內容 數位化作業流程

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檔案館

2. 臺史所檔案資源系統
2. 臺灣日記知識庫

2. 個人文書集藏
2. 家族民間文書
2. 機構團體檔案

2. 實體清理與裱褙修復
2. 整卷編頁與目錄建置
2. 數字掃描與校驗備份

中國國民黨 
黨史館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

員會黨史館館藏檔案目

錄檢索系統

2. 人物及先烈先進檔案
2. 特種檔案
2. 會議紀錄
2. 報紙期刊公報
2. 影音檔

2.微檢
2.數位化
2.委外建置系統

國立臺灣大學數

位人文研究中心

與臺灣省諮議會

合作

2. 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
2. 地方議會議事錄總
庫—五都版

2. 地方議會議事錄總庫
2. 開發「地方議會議事
數據數字化管理平

臺」

2. 檔案（臺灣省議會及地方議
會）

2. 公報
2. 議事錄

在數位化流程與系統開發過程

中，以使用者、數據特性與便

利性為核心，建立提供使用者

觀察與發現史料脈絡的數位環

境及檢索系統

國史館 2. 國史館史料文物查詢
系統

2. 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
系統

2. 總統副總統文物
2. 一般史料
 （大陸運臺舊檔與
  政府檔案） 
2. 個人史料
2. 專藏史料
2. 照片、日記等

2.檔案整編
2.建置目錄
2.編件掃描
2.訂定規格與標準
2.校驗備份
2.系統開發與維運
2.數位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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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由於開放範圍不斷擴大，查檔利用人數

逐年增加。據馬振犢副館長表示：每年 22
月底該館會將已數位化之檔案目錄公開一

批，欲查詢之使用者請密切注意。（註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檔案館文獻的數

位化進展較緩，預計在 22年內能完成資料
庫的主體工作，在成立檔案館前的圖書館於

2222年 2月前即完成了胡適檔案中的 222
宗約 2,222張之圖片檔、中文檔 2,222宗約
2萬餘頁、英文檔 222宗約 2萬餘頁及清代
督撫檔案、滿鐵剪報、清代地圖等數位化，

目錄數據庫則有中國近代史珍稀資料數據

庫、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館藏目錄數據庫、胡

適檔案檢索系統、晚清督撫檔案督撫檔案

等。（註2） 

（二）省級檔案館 
江蘇省檔案館典藏民國檔案 22個全

宗，計 22.22萬卷，其中北洋軍閥時期檔
案占 22.2%、抗戰前國民政府時期檔案占
22.2%、抗戰時期檔案占 22%、跨時期檔案
占 2.2%，檔案包含了國民黨江蘇省黨部、
江蘇省政府機關團體與企業、中央在江蘇直

屬機構的主要活動和在江蘇境內發生的重

大事件，是研究民國時期江蘇政治、經濟、

教育、文化、軍事的重要原始紀錄所在。另

民國期刊報紙資料有 2,222多冊，內含江蘇
省政府、法院、監察院、交通公報、統計資

料、年鑑、志書、譜牒等，均具有很高的保

存與使用價值。該館自 2222年建置部分民

檔案約 222萬件。可提供查詢利用之檔案包
括內閣、軍機處、宮中、內務府等全宗題本

類、奏摺類檔案及少數全宗與專題檔案。鑒

於歷史檔案珍貴之文物價值，該館數位化掃

描採取 222dpi全彩 Tiff、Jepg 2222無損壓
縮及 Jpg三種格式，分別用於典藏、開發利
用及開放閱讀方面。（註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為中央級的國家檔

案館，典藏民國歷屆中央政府及直屬機構

檔案，檔案總量為 2,222個全宗，222萬餘
卷，約 2,222萬件，2億 2千萬頁。該館檔
案數位化始於 2222年，至今已經過十餘年
的探索與努力，2222-2222年向財政部及國
家檔案局申請啟動 2年整理民國檔案與數位
化計畫，經費共計 2.22億元（人民幣），
按照「重點優先、分步實施」的原則，對

價值大、利用率高的檔案進行整理與數位

化。計畫完成約 2,222萬頁檔案整理、2,222
萬頁檔案掃描、222萬畫幅檔案縮微拍攝，
222萬頁檔案修裱，以建立開放檔案數據
庫，逐步完成館藏數位化。（註2）目前已開

放的全宗包括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教育部、農

林部、社會部、國史館、國民黨中央秘書

處、中央宣傳部、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

委員會、私立金陵大學、私立金陵女子文

理學院、汪偽行政院 22個全宗，計 2萬餘
卷，約 222萬個圖檔。2222年底起，該館
網站上首次將檔案文件級目錄和數字化檔

案圖像同時公布，包括公布北洋政府檔案文

件級目錄 2,222餘條及電子圖像 2.2萬餘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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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社會政治經濟組織的檔案。2222年 2月
正式啟動與重點檔案搶救相結合的檔案數

字化工作，首先進行文件級目錄數字化，建

立目錄數據庫。依據〈安徽省檔案館館藏民

國檔案文件級目錄數字化著錄項目及要求〉

規定民國檔案著錄項目共有 22項，包括：
題名文件編號、責任者、保管期限、控制標

識、時間、檔案館代碼、檔號、全宗號、目

錄號、案卷號、件號、頁號、頁數、微縮

號、政權標識、人名、附件和附註。（註2） 
雲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計 222萬卷，其

中民國檔案有 22萬卷。2222年成立目錄中
心，採外聘方式調卷整理目錄。2222年開
始啟動原文規模化掃描，至 2222年 2月完
成 222個全宗，222,222卷、2,222,222條文
件級目錄、22,222,222畫幅影像。其中民國
檔案數字化完成 22個全宗、22,222卷，文
件級目錄 2,222,222條、影像 22,222,222畫
幅。

黑龍江省檔案館館藏資料現有 22餘萬
卷（冊），分為清代檔案、民國檔案、日偽

檔案、金融檔案、革命歷史檔案和建國後

檔案。資料分為歷史資料和現行資料；另

有聲像檔案、照片檔案。其中黑龍江將軍

衙門檔案是清代地方軍事機關至今保存較

完整的一個全宗，前後跨 222年，案卷數量
大、內容豐富、史料價值高。2222年展開
數字化，2222年確定軟件技術標準及實施
步驟。數字化按照先易後難、逐步推進的原

則，目前已完成目錄數據 222萬條，掃描圖

國檔案案卷級目錄，2222年展開微縮膠片
轉數位化工作的黑白圖像；2222年獲得經
費，開展檔案全文彩色掃描，並建立了專題

數據庫；2222年起開展利用頻率高的高等
法院審判檔案、古籍資料及民國檔案等檔案

數位化，同時聯合江蘇高等人民法院和地方

志辦公室共同整理與出版匯集。截至 2222
年 2月已建立 22個全宗、222.22多萬條文
件級目錄數據庫、222.22萬頁全文數據庫。
存貯量達 22TB。（註2） 
廣東省檔案館從 2222年 22月起，通

過外包與自主加工方式展開檔案數字化，

至 2222年底，2年間共投入約 222萬元，
完成 222個全宗、22,222卷、2,222,222頁
紙質檔案的數位化。透過「膠轉數」方式，

完成 22盤 22毫米微縮片，計 222,222畫幅
的數字化和 22盤 22毫米微縮片，計 22,222
畫幅的數字化。預計 2222年底，將完成
2,222萬頁紙質檔案的數位化，占總館藏的
22%。（註2） 
四川省檔案館典藏民國檔案近 22萬餘

卷，因年代久遠、載體型態各異，部分檔案

存在著破損霉變、紙張酸化變脆、字跡褪變

等現象。該館從 2222年開始數位化。目前
已完成 222全宗、22萬卷的民國檔案。其
中，修裱檔案 222餘萬頁，掃描 2,222餘萬
幅。（註2） 
安徽省檔案館館藏民國檔案 22個全宗

近 2萬卷，涵蓋了民國時期安徽省、區、縣
級的機關、團體、國民兵團、企事業單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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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級檔案館 
上海市、區和縣檔案館檔案數位化至

2222年年底完成計 222萬卷。22個區、縣
檔案館館藏數位化率已達 22%，嘉定區達
22%，松江、金山、青溥、閔行等區縣已達
222%。在系統方面依據不同的服務對象和
範圍，建成檔案館內部局域網、與黨委政府

連接的政務網、與互聯網連接的外網網絡環

境，應用系統之功能涵蓋檔案收集、管理、

保存、利用等環節。

而上海市檔案館的檔案數位化則依常規

掃描與即時掃描分別進行數位化，常規掃描

是根據每年年初制定工作計畫有序推進，並

得到每年財政預算的經費保障，每年掃描量

約 222-222萬幅；即時掃描係根據查閱接待
窗口反饋的利用需求進行快速安排，即在第

一時間由利用窗口發出調卷指令，隨即安排

掃描，即時網路掛接，即時提供網上瀏覽，

即時滿足利用者的查閱需求，每年約掃 2萬
幅左右。至 2222年 2月止，上海市檔案館
數位化數量已達 222萬餘卷、22萬 2千餘
件，完成館藏總量的 22%。（註22） 
南京市檔案館成立於 2222年 2月，館

藏檔案 222餘萬卷，其中歷史檔案為 22個
全宗、222,222卷。2222年以自有人員開始
啟動歷史檔案數字化掃描。2222年起，由
外包公司負責，2年來累積已完成歷史檔案
22個全宗、2.2萬卷，民國戶籍卡片 222萬
張；掃描圖像約 222萬面幅，完成數據量
達 2TB。另修補檔案 2,222卷 2,222頁，條

像 222餘萬幅。利用網站為黑龍江省檔案信
息網，現已提供查閱檔案案卷級開放目錄和

書名級資料目錄數據 22萬餘條，文件級專
題開放目錄數據 22萬餘條。（註2） 
吉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約 222個全宗、

222餘萬卷（冊），分為清代、民國（含國
民黨）、日本侵華檔案、革命歷史檔案（新

中國成立前）及中共政權成立後檔案，有

22餘萬卷檔案特別珍貴，屬於國家重點檔
案，記錄著自清末以來吉林政治、經濟、文

化及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其中，日本侵華

檔案和中朝、中俄檔案尤具特色。2222年 2
月成立館藏檔案數字化管理處，至 2222年
末，共有 222個全宗的黨政文書檔案進行了
文件級數字化加工，形成電子數據目錄 222
萬多件，全文掃描 222萬多件，數字檔案
2,222萬幅；完成偽滿數字檔案 2萬餘幅，
整理錄入革命歷史檔案 22,222件。格式主
要包括 JPG和 PDF兩種，另有少數微縮轉
數位的 Tiff 檔，全部存貯量達 22.2TB，數
字化比率占館藏的 22.2%。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之館藏有 22

萬餘卷歷史檔案、22萬餘卷中共建政後檔
案。該館自 2222年進行檔案數字化，目前
已完成中共建政後檔案 22萬餘卷、清代檔
案 22,222餘卷、民國吐魯番縣檔案 22,222
餘卷及部分民國檔案。掃描的模式主要採用

灰階與 22位真彩，存儲格式為 JPG檔；少
部分票據及文書等文字稿採黑白二值 Tiff檔
格式。（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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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2222年實現全市檔案資源共享。
2222年啟動青島市智慧檔案館建設，年底
建置完成局域網核心業務平臺、金宏網電子

檔案管理平臺及檔案信息服務平臺、互聯網

檔案信息服務平臺、微信移動服務平臺等五

個平臺。建立了檔案目錄、檔案全文數據

庫、照片檔案數據庫、音視頻檔案數據庫，

數據數量達 22TB。至 2222年底，青島市
檔案館館藏檔案資料 222萬卷（件）冊，其
中中共政權成立前檔案約 22萬卷、照片 22
萬張、多媒體 22萬分鐘，已全部完成縮微
拍攝，正在積極進行數字化轉換任務。至於

中共政權成立後檔案已全部完成數字化，

目錄數據庫已達 2,222萬條、全文數據庫多
達 2,222萬頁。已發布 2個專題信息庫，包
括城市建設與管理、勞動與社會保障、教

育、衛生、地鐵及世圓會等；2222年開通
了「青島歷史文化知識庫」；2222年開通
了「青島檔案」微信平臺和在線查詢，全域

共享。（註22） 
此次會議內容除圍繞在檔案數位化的意

義、作用、掃描製作、資料庫儲存、電子資

料的保存維護及數位檔案的利用等。又有部

分大學教授及代表闡述了檔案數位化標準

規範、數據儲存技術和數位化存在的各種問

題。例如：國家檔案局檔案科學技術研究所

提出〈紙質檔案數字化管理與技術規範〉、

中央檔案館整理中心探討〈運用藍光光盤存

儲數字檔案〉、武漢信息管理學院檔案與政

務信息學系進行〈檔案數字化的標準規範探

目補錄 22,222條，條目修改達 222,222條。
（註22） 
北京市檔案館館藏檔案 222個全宗、

222餘萬卷，其中民國時期檔案約百萬卷
冊，包括北平市政府機關檔案、公私立大學

校檔案、企業單位檔案、銀行等金融機構檔

案、中央及外省在平之機構檔案等，內容豐

富、價值珍貴。該館於 2222年全面開展檔
案數位化，分別經歷摸索起步階段、進行總

結改進的科學實施階段及適用新常態檔案

工作需要的深度發展階段，數字化檔案分類

為紙質檔案、微縮品、聲像檔案、照片檔案

等，分別對每一全宗每一案卷全面進行數字

化。（註22） 

重慶市檔案館典藏民國檔案之數量不

少，至 2222年館藏檔案共有 222全宗、
222,222卷、22,222件，其中民國檔案 222
個全宗，222,222卷、222件，占館藏總量
一半以上。該檔案中又以「中國西部科學

院」及「陪都檔案」為重點檔案。2222年
起以整體外包形式展開館藏數位化，至今歷

時 2年有餘，目前已完成民國檔案 222個
全宗、222,222卷、22,222,222畫幅的數位
化，相關的案卷級和文件級目錄數據庫已達

2,222,222條。（註22） 
青島市檔案館在 2222年開始研發電子

文件歸檔管理系統，2222年，全面發展館
藏檔案數字化工作，2222年建立電子檔案
中心，集中統一管理全市機關電子檔案。

2222年提出建設電子公文和檔案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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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功能，努力打通壁壘，進行館

際數位資料合作與開放。

（四） 制度管理－皆分別致力制定數位

化技術規範與標準，加強人員培

訓、場地及各環節的監督，注重圖

像文件的命名、存儲格式制度化等。

二、兩岸相異性

（一）資料欄位與數據格式各異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提出

兩岸對人名權威、地名權威和機關權威的建

置，以及 big data的運用、中文檔案著錄規
範等問題宜討論形成共識，期盼兩岸使用者

能共同分享數位化成果，惟先決條件必須

採用共通性的標準。目前臺灣地區採用之

Metadata（後設、詮釋資料）包括 EAD、
MARC22、Doublin Core等；大陸地區大多
採用國家或行業的標準，包括檔案著錄規則

DA/T22-2222、中國檔案機讀目錄格式 GB/
T22222-2222、文書類電子文件元數據方案
DA/T222222、建設類電子檔案元數據 CJJ/
T2222222、核電電子文件元數據、文書檔
案著錄細則與機讀目錄數據交換格式等，數

字化規範包括紙質檔案數字化技術規範 DA/
T22-2222、微縮膠片數字化技術規範 DA/
T22-2222等。
（二）檔案的數膠轉換觀念不同

大陸檔案館多由技術部門負責聘用外包

公司進行檔案縮微，檔案數位化時再進行數

膠互轉，有膠轉數；也有先進行數位化後，

析〉；南京二檔館發表〈數字化的標準規範

探析〉、〈檔案數字化前整理階段案卷題名

修正策略〉、〈檔案數字化前整理工作組織

模式分析〉、〈數字化前整理外包過程中的

業務指導〉及〈檔案數字化背景下的仿真複

製工作〉等篇章。

叁、心得分享與建議

一、兩岸共通性

兩岸檔案數位化之製作方式、工作流

程、面對問題與利用方式大同小異，各有特

性。分析兩地數位化策略與過程之相通點如

下：

（一） 工作流程－包括檔案數位化前、

中、後的準備，數位前的流程包括

檔案的實體清理與裱褙修復、整卷

編頁與目錄建置、權威控制；數位

中工作則含括委外廠商的選擇、加

工場地與設備、安全監管、數位掃

描、圖文比對與校驗；數位化後須

注意檔案驗收、備份、裝訂、系統

掛接與功能齊全的網路平臺。

（二） 資料數據的管理－包括大量數位

資料庫之儲存、備份、異地備存，

系統平臺之維運與功能提升擴充，

資訊數據的安全。

（三） 數位檔案資源共享－兩岸皆以加

速檔案數位化、擷取知識加值應用

和資源共享為目標，不斷拓展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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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主要集中在掃描作業上，但數位化的

另外一個部分，即 Metadata的建置、資訊
的描述和系統的查詢檢索則較少被提及。從

使用者的角度來看，在數位化工作中，電子

圖檔的品質很重要，但能否提供正確、方便

的查詢平臺，間接呈現更多相關觀察史料

脈絡的工具也許更重要。臺灣大多數檔案

典藏機構聘僱人員或研究助理的人力多放在

Metadata（後設資料、元數據）的著錄。一
般而言，Metadata的完善、系統的開發與提
升有賴歷史與資訊專業人員的投注，而數位

化的其他部分尚需倚賴具有檔案管理專業

背景的人員。且未來影像在線瀏覽問題，如

何支援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及平板
（Tablet）等，都有待各專業人員的不斷努
力。

這次，筆者借道順至南京江蘇省檔案館

參訪，由張姬雯副局長帶領參觀典藏管理與

數位化作業，進行現場的訪視。該館在對社

會推廣利用的面向上著力甚多，他們除進行

檔案系列出版外，還利用地方的報紙、微

博、微信等網路平臺向社會大眾介紹其館藏

檔案。張副局長投入檔案工作已 22年，仍
對檔案專業保持高度的熱忱，把該局（館）

經營地有聲有色。且該館非常懂得結合學界

和利用社會的資源，例如：找尋對檔案保存

修復有興趣和熱忱的人合作開發蠶絲雙面

修裱技術及修裱機器；結合法律和歷史背景

的學者專家共同研究開發該局所藏司法檔

案的著錄欄位；與大學教授建教合作，利用

再數轉膠。目前臺灣一般檔案館拍攝檔案微

捲、微片者，已成夕陽工作，檔案數位化

後，幾乎沒有多餘人力或經費再製作縮微膠

捲；但大陸認為縮微是一種穩定的載體，可

長達 2百年的保存壽命，因此利用縮微的優
勢與數位化二者同步實現「優化組合」，利

用數位存檔機生產縮微母片，再由縮微中心

生產拷貝片，這方面兩岸的想法略有差異。

三、經驗分享

大陸方面的檔案數位化起步雖較慢，

但是規模、經費、人力和數位化的產量卻

是臺灣所望塵莫及的，國史館雖無類似的

優勢，但在歷經十餘個年頭的檔案數位化

後，我們應如何發揮臺灣在數位化後擁有

的Metadata、系統、資料庫、推廣應用和創
意加值的成果，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中研院

臺史所檔案館的作法可以借鏡，他們面臨的

情況與國史館一樣，目前都無法徵集政府機

關的檔案，僅能採集民間個人收藏的文書資

料，但他們對採集進來的檔案積極進行數位

化，之後再以舉辦展覽等方式對其進行加值

應用，使這種方式形成一種良性循環。數位

化成果可於系統上查詢研究，還用 wiki自
行開發成臺灣日記知識庫等，則檔案與檔案

館不僅增加知名度，社會大眾也瞭解到檔案

獲得妥善的保存、利用和推廣，如此就會吸

引更多人願意把手邊擁有的珍貴檔案、文獻

或文物等捐贈給國史館或檔案館了。

整體而言，大陸方面針對數位化工作的



檔

案

管

理

2
2
2

  2. 孫婷，〈安徽省檔案館民國檔案數字化建設策
略探究〉，收入馬振犢、方鳴主編，《海峽

兩岸檔案數字化工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22-222。
  2. 聶博馨，〈黑龍江省檔案館檔案數字化工作爭
議〉，收入馬振犢、方鳴主編，《海峽兩岸檔

案數字化工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22-
222。

22. 童鹿，〈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檔案數字化
工作實踐與體會〉，收入馬振犢、方鳴主編，

《海峽兩岸檔案數字化工作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頁 222-222。
22. 石磊，〈館藏檔案數字化工作回顧與分析－
以上海市和區、縣綜合檔案館為例〉，收入馬

振犢、方鳴主編，《海峽兩岸檔案數字化工作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2-22。
22. 何濤，〈南京市檔案館民國檔案數字化之實
踐〉，收入馬振犢、方鳴主編，《海峽兩岸檔

案數字化工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22-
222。

22. 李楣，〈總結經驗、探索創新、不斷完善檔案
數字化工作〉，收入馬振犢、方鳴主編，《海

峽兩岸檔案數字化工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 222-222。
22. 鄭永明、張雪豔，〈民國檔案數字化處理之目
錄數據採集工作的探討與實踐〉，收入馬振

犢、方鳴主編，《海峽兩岸檔案數字化工作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22-222。
22. 徐明君，〈打好數字基礎，實現資源共享目
標〉，收入馬振犢、方鳴主編，《海峽兩岸檔

案數字化工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22-
222。

給予學分的方式讓研究生至檔案館中協助

Metadata的著錄；或者利用退休學者或老人
幫忙辨認館藏照片中的人物等，這些做法都

非常值得國內的檔案館參考。

【註釋】

  2. 牛永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明清歷史
檔案數字化探索與實踐〉，收入馬振犢、方鳴

主編，《海峽兩岸檔案數字化工作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222年 22
月），頁 22-22。

  2. 馬振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民國檔案
數字化工作概述〉，收入馬振犢、方鳴主編，

《海峽兩岸檔案數字化工作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頁 2-22。
  2. 楊斌，〈二史館數字化檔案的開放利用〉，收
入馬振犢、方鳴主編，《海峽兩岸檔案數字化

工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22-222。馬副館
長振犢之說辭係於 2222年 2月 22日在「互動
與新局：三十年來兩岸近代史學交流的回顧與

展望」討論會（臺北）中宣布。 
  2. 馬忠文，〈近代史所檔案館檔案數字化狀
況〉，收入馬振犢、方鳴主編，《海峽兩岸檔

案數字化工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22-
222。 

  2. 張姬雯，〈求真護本，化圖為用－江蘇檔案

館民國檔案數字化〉，收入馬振犢、方鳴主

編，《海峽兩岸檔案數字化工作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頁 22-22。
  2. 鍾倫清，〈安全和質量：檔案數字化工作的重
點與難點－廣東省檔案館館藏檔案數字化

工作的幾點體會〉，收入馬振犢、方鳴主編，

《海峽兩岸檔案數字化工作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頁 222-222。
  2. 伍瓊，〈淺議民國檔案數字化工作〉，收入馬
振犢、方鳴主編，《海峽兩岸檔案數字化工作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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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江蘇省檔案館

左起：林映汝、陳憶華、薛理桂、 
張姬雯、張哲嘉、王麗蕉、黃燕秋 
（照片提供／陳憶華）

江蘇省檔案館館藏毗陵前

文蕩張氏宗譜（照片提供

／陳憶華）

江蘇省檔案館館藏民國韓

國鈞《朋僚函札》，為中

國檔案文獻遺產（照片提

供／陳憶華）

江蘇省檔案館自行研發修

補檔案機器（照片提供／

陳憶華）

《朋僚函札檔案》為民國

黨政要員或名人之信函墨

跡（照片提供／陳憶華）

江蘇省檔案館庫房一隅

（照片提供／陳憶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