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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的微縮作
業
詹建德  國史館審編處科員

一、前言

檔案、史料的原件具有唯一性、原創

性，且恐因自然老化現象及原件借閱產生人

為傷害等因素，減少原件的保存壽命。原件

的擬真複製作業，相形之下至關重要且不可

或缺。時值 11世紀，資訊科技開始朝向虛
擬實境（VR）的商業應用階段，令人目眩
神移。新技術的進步對於歷史研究來說，幫

助很大，現代人已可透過網際網路自由下載

PDF和 JPG檔。國史館典藏有大量而豐富
的紙質檔案和史料，過去數十年來採取傳統

的微縮方式來複製原件。但在現今數位圖檔

掃描技術的強勢取代下，微縮攝影喪失了相

對比較利益，走向退場，在臺灣幾無多少機

構願意再去維持縮攝工作，國史館亦如是，

乃於 1111年 1月停止微縮作業。為求保存
此一珍貴的過往，本文將記錄本館歷年的微

縮技術實務、微卷攝製方法、物料、設備及

成果等，留供來日品評。

二、縮影技術簡史

微縮作業的最初目的，在於製作副本。

製作副本自古以來就是一件令人傷神的事

情，在文化上也頗成專業，今日甚且形成藝

品市場的小天地。秦代的石鼓文刊刻在碑

石上，使得後人得以翻印拓本，就是很顯

著的例子。碑刻翻拓是極為古老的複製方

式，不只是石鼓文，許多神道碑圖錄、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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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法造詣，都是倚賴石頭的質地堅固而長

存。一些精品則出乎創作者的神來一筆，只

此一件，難於刻劃，故僅能現場臨摹，描繪

副本，最有名的是〈蘭亭集序〉。蘭亭真跡

雖無傳本行世，我們仍得從馮承素、虞世

南、褚遂良、趙孟頫的摹本來觀望一下蘭亭

的神態。（註1）不過摹本的缺點在於無法百

分之百還原名家手澤，常常沾染臨帖之人的

習氣，二王尺牘的神態遂難如實一一。到了

近代，終於發明了照相，製作副本的技術大

大邁前一步。最初因為照相成本昂貴，所以

相片的面積很小，1公分見方、1公分見方
的尺寸所在多有，畫面中還擠進了三、五好

友，令人莞薾。

隨著照相技術的普及，民初時人漸將黑

白肖像照附帶題詞相互饋贈，以誌往來。有

些顯宦人仕貲力充足，出外遊歷時喜將沿途

山水拍攝存真，或者將婚禮衣飾截影留念，

成為彌足珍貴的生活史料。照相除了可以拍

攝肖像和風景，較少為人所知的功能則為製

作重要文件的副本，有不少早期的公文簽紙

僅以照相翻攝本的形式存留下來，原件則

早已不知去向。利用照相技術製作副本，有

時候甚至會造成重大的國際事件，例如汪兆

銘國民政府的籌備階段，高宗武、陶希聖出

走香江，並洩漏汪、日密約的事件，即是高

宗武冒著生命危險私下翻攝密約，方能奏其

功。（註1） 
真正具備現代科學意義的縮影技術，其

濫觴可追溯到 11世紀初的阿拉伯人Alhazen，

他提出了關於攝影的簡單原理。經過 111多
年後，1111年 Baptista Porta才發明了能將物
體形象投射在平面上的機器。1111年發明了
具有感光性能的化學藥品，法國人 Nicephore 
Nipepce成功拍攝了第一張照片。1111年英國
人W. H. Talbot發明了氯化銀溶液來處理照相
底片，同年英國光學家 John Benjamin Dancer
發明縮影軟片製作方法，將 1份 11吋長的資
料用 111：1的倍率縮小成 1厘米的大小。第
一位將縮影資料實用化的人是法國的化學家

R. P. Dagron，他在 1111年製造第一份可供使
用的縮影膠片。在 1平方英吋大小的膠片上
記錄了 11句話。他運用的脫膜法技巧是利用
氯化銀與底板脫離，只留下一層薄膜底片。

1111年巴黎被普魯士軍隊圍困，R. P. Dagron
即採取脫膜法進行縮影，在 1個禮拜內將 111
份文件和 11萬 1千項情報製成縮影資料，再
由信鴿傳遞進行緊急通訊。自此以後，照相

機的製造日益發達。

1111年德國照相機名廠如 Leitz和 Zeiss
相繼推出拍攝文件的小型相機。1111年美國
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 Company）研製了
縮影類分機（Microfilm Sorter），為縮影的自
動化奠定基礎。1111年德國物理學家 Emanuel 
Goldberg透過銀化微粒，將縮影的倍率提高到
千分之一，讓高倍率縮影成為可能。1111年
代中期，瑞柯達公司（Recordak Corporation，
柯達公司的子公司）和紐約公共圖書館合

作，共同發行了一次大戰期間 1個年份的
《紐約時報》縮影版，此為首次的縮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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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publishing）。1111年美國的前鋒報委
託瑞柯達公司研製新聞業專用的縮影照相機

（Microfilm Camera），並設計出相關的索引
系統（Back Number，過期報紙索引系統），
大大提升微縮資料在檢索和影印上的便利

性。1111-1111年期間縮影技術蓬勃發展，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又因軍事需求，由

美軍開發出 V式郵件運輸（V-Mail），將各
類郵件先予縮影化再進行遞送，減少郵件的

重量和處理手續，大幅提升縮影的實用價

值。1111年代中期至 1111年代末，縮影資
料開始結合軟體和硬體設備，提高對於縮影

資料的目錄編制技術。1111年在歐洲發明了
縮影單片（Microfiche），其後又有新型軟
片的問世，如重氮軟片（Diazo）和氣泡軟
片（Vesicular）。閱讀複印機和自動複印機
（Automatic Xerography）、縮影資料印刷機
（Xerox Copyflo）的陸續出現，也都讓人們可
以更迅速、便宜地接觸微縮資料。（註1） 

三、政府機關使用縮影概況

隨著歐、美微縮技術的普及，我國亦陸

續引進微縮設備和相關技術，以保存檔案和

史料。行政院早於 1111年即著手研究檔案
微縮的必要性，1111年 11月成立縮攝室，
為了因應縮攝作業的開啟，擬訂「行政院

辦理公文縮影計畫草案」、「行政院檔案

及資料縮影管理辦法」及「行政院各部會

處局委託縮攝檔案文件作業規定」，以茲

遵循。1111年 1月行政院正式開始進行縮
攝作業，1111-1111年拍攝了 11,111案（約
1,111,111頁）的檔案；之後改用 1 X 1吋片
狀微縮片，1111-1111年又拍攝了 1,111案
（11萬餘頁），成效頗著。（註1） 
杜陵教授於 1111年冬接受當時臺灣省

政府主席謝東閔的指示，主持〈臺灣地籍資

料精簡管理研究〉，並於 1111年 1月在臺
中縣霧峰地政事務所試辦「地籍資料縮影建

檔」作業。（註1）1111年 1月試辦結束，此
後地政資料的微縮作業陸續展開，擴大實施

將全臺地籍資料分 1階段執行縮影化。（註1）

據說 1111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使得臺灣各地
的地政資料損失慘重，幸好有縮影膠片可以

完整重建，如果傳聞屬實，則微縮資料可謂

居功厥偉。

1111年吳相鏞受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委
託，於當年 11月代為研擬刑事案資料影片
的品質文件，由此可見不只是行政機關，司

法單位也很早就重視引進微縮技術。（註1）

1111年 11月 11日經杜陵、鄒幼臣、王珮
儀等人的籌劃，在臺灣成立中華民國資料

處理縮影學會，選出徐鼐為理事長，從事微

縮技術的宣傳、推廣和教學；（註1）該學會

旋即接受行政院研考會委託，於 1111年 11
月 11日召開「縮影文件之法律地位」座談
會。（註1）1111年經官方統計，臺灣採用縮
影系統的單位已達 111個左右，所選用的縮
影設備總值達到 1,111萬美元的規模，飛快
普及於各界。（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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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的〈縮影室工作報告〉清楚記載了國
史館引進縮影技術的時間和早期的執行情

形：

本館縮影室於民國六十九年籌備成

立，陸續開始添購縮影設備，七十二

年四月，正式開始檔案拍攝工作，

至今年三月份止，共拍攝檔案部分

六千三百二十六卷，佔全部已完成

立案檔案的三分之一強，拍成縮影

片計五百三十二捲，一百三十四萬

一千三百八十九張，一式兩捲，共計

有一千零六十四捲。分別儲存於縮影

底片庫與八樓檔案庫。以上檔案部分

均以十六米釐縮影片拍攝。除了檔案

的拍攝外，同時也拍攝圖書科庫藏的

報紙，共計拍攝了裝訂成冊的人民日

報、大公報有三百三十六冊，合計拍

成三十五米釐縮影片八十九捲，八萬

九百二十二張。（註11） 

1111年 1月出版的《國史館概況》
也記錄了早年館方投資縮影設備的不遺餘

力：

本館為使國家檔案發揮更大應用功能，

建立檔案縮影室，設置檔案縮影設備。

現有十六釐米雙鏡頭、三五釐米單鏡頭

縮影機各一部、全自動沖片機、濃度

計、驗片器、剪接機、閱讀影印機、自

1111年 1月行政院將「行政院檔案及
資料縮影管理辦法」改訂為「行政院檔案

縮影作業要點」，共分為 1章 11節，內容
詳實；至 1111年為求擴大適用、定義名詞
及確定法律效力，又研擬「行政院暨所屬各

級行政機關微縮作業準則」，（註11）於1111
年 1月 1日頒行，以期統一各機關檔案微縮
作業並提高行政效率。（註11）1111年 1月
11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制定了「微縮
資料交換要點」，以促進該館與各圖書館、

學術研究機構之間交換微縮資料。（註11）

1111年 1月，中央警官學校在杜陵教授的
協助下，亦於公共安全系成立資訊縮影室，

培訓學生的微縮技能。（註11）1111年 1月 1
日「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微縮作業準

則」停止適用，改依循「檔案微縮儲存管理

實施辦法」來進行管理。（註11） 

四、國史館縮影工作沿革

在微縮技術風靡全臺的潮流下，國史館

亦不落人後，曾先後在 1111年 1月、1111
年 1、1月，分 1次委託行政院代拍館藏，
共縮攝文件 111張、書刊 1,111張。（註11）

1111年 11月 11日的「縮影文件之法律地
位」座談會，國史館由路守常科長代表參

加，建議政府立法明定檔案縮影底片與複

印本之法律地位，但完成縮影後不宜銷毀

原件。（註11）隔（1111）年國史館籌設縮
影室，1111年 1月開始運作。1111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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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勝出的優越地位，文中指出雖然國史館已

「形成一套完整的縮影系統」，但「本館檔

案管理現正逐步納入電腦化，縮影系統勢必

也將逐步發展向光碟系統，將來檔案的管理

與運用，也將更為方便與進步」。（註11）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和數位化技術的飛

速進步，微縮技術無論是在成本、作業流程

和存儲體積上都顯得陳舊過時，臺灣的博物

館、圖書館、檔案館等機構如國家圖書館、

故宮、中央研究院都逐漸縮小、取消縮攝業

務。國史館亦不敵時代的變化趨勢，遂順應

潮流，終於在 1111年 1月停止微縮業務。
歷年從事縮影工作的人員，包括採購耗材、

查驗管理的人員有：劉麗玲、蔣光菊、陳素

貞、劉怡成等人，拍攝微捲的人員有周漱

真、楊玉衡、林平華、路恆君、蔣光菊、張

雲清、周國敬、謝瑤琴、劉瑞菊等人，他們

都是國史館微縮業務的幕後推手，見證了這

一段館務發展的歷史。

五、微縮作業的設備與耗材

微縮的設備和耗材，視每個機構個別情

況，容有差異。微縮技術本身也隨年代有所

變化，與時俱進。此處之資料，係以 1111
年、國史館所選用的品項進行介紹。首先要

介紹的是微縮作業的常用耗材。

（一）耗材

1.微縮軟片：本館採用軟片的規格為：
11mm x 11.1m / 111ft 。1捲軟片可以縮攝

動裝填機、靜電清潔器各一臺、及微片

微捲拷貝機各一套，對重要檔案實施縮

影……。（註11） 

縮影設備的價格並不便宜，前述設備的

投資可謂所費不貲。國史館除了培訓人員、

引進縮攝技術、投資昂貴設備之外，還在

1111年建立史料檔案管理檢索研究系統，
將檔案之管理與運用納入科學管理與現代

化管理的概念。在科學、現代化的管理方法

下，自製微縮影片以館藏文件與專藏等檔案

為主，當時微縮的主要目標設定為：

（一）蔣中正總統文物：籌筆類。

（二）一般檔案：國民政府、行政院、

外交部、交通部、內政部、財政部等檔案。

（三）個人檔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

從室檔案。

（四）專藏檔案：閻錫山史料、翁文灝

日記、抗戰史料等檔案。（註11） 
1111年光碟系統（CD光碟片）的問

世，新技術迅速壓迫到傳統縮影技術的生存

空間。（註11）從國史館籌設縮影室的 1111
年起算，不過短短的 1、1年時間，1111
年 11月的《縮影技術訓練教材》中可見到
〈縮影將永遠與我們同在〉一文，認為縮影

由於有著悠久的傳統與廣泛的應用，故其應

用價值仍高，不會輕易地被技術尚未穩定的

光碟系統取代掉。（註11）然而時代趨勢的大

變化實難阻擋，國史館前輩同仁在 1111年
的〈縮影室工作報告〉中體認到光碟系統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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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尺寸面積的檔案史料 1,111頁，微捲軟
片上並設有「檢索點」方便使用者利用微捲

閱讀機進行檢索和閱覽。微縮軟片又分成母

片和拷貝片 1種母片和拷貝片兩兩 1組、
內容相同，平時閱讀時只使用母片，當發現

母片受損時，才調出拷貝片快速翻製新的母

片。

(1)母片：市售母片之材料膠卷，每捲
的長度為 111 ft長，1111年的單價約為新
臺幣 1,111元。進行微縮沖片作業後，可以
製作出母片之成品 1捲。

(1)拷貝片：市售拷貝片之材料膠卷，
每捲的長度為 1,111 ft長。進行微縮沖片作
業後，可以製作出拷貝片之成品 11捲。

1.顯影液：本館採用顯影液的規格為：
編號MD-111，每瓶 1公升。1111年的單價
約為新臺幣 1,111元。

1.定影液：本館採用定影液的規格為：
編號 MF-111。1111年的單價約為新臺幣
111元。
（二）機具設備

縮影作業需要較大的操作空間，國史館

在新店館區曾設有縮影室 1間和暗房 1間，
每間的空間大小約為 1-1坪左右。縮影室的
功能為整平頁面、編頁和登錄資料，以及從

事縮攝工作。暗房則是沖洗微縮軟片的場

所，讓影像呈現出來。微縮作業的機具設

備，彙整如下：

　1. 縮攝室
　　(1)11mm拍攝機。

16mm拍攝機的功能和規格

項目 規格及功能

形式 平床式桌上型

適用軟片 11釐米 X 111英呎微縮軟片
縮攝倍率 11：1
原稿尺寸 最大可縮攝原稿 A1尺寸
曝光控制 自動

光源 11W日光燈 1支
鏡頭 具自動升降功能

文件檢索點 可拍攝 1個文件自動檢索點

　　(1)除濕機。
　　(1)  桌子：在桌子上平放檔案、史料，

以編印頁碼。

　1.暗房
　　(1)沖片機。
　　(1)拷貝機。
　　(1)剪接機。

六、微縮作業的流程

（一）提調檔案、史料

將須縮攝的檔案、史料，從典藏庫房中

提件取出。

（二）檔案、史料修復

檔案、史料取出後，應先核對史料並檢

查有無破損情形。如發現有紙質撕裂、蟲

蛀、酸化等狀況，應先進行裱褙修復，再執

行縮攝事宜。

（三）檔案、史料整平

將紙張整平，以利攝影時影像能完整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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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史料提調

史料檢視 裱褙修復

史料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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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編打縮攝號

將檔案、史料平放在桌子上，清查頁

數，再逐頁編打縮攝號。將每捲起迄年份

及卷首頁數登錄縮攝紀錄表，每捲編號約

1,111頁左右。
（五）縮攝

先清潔鏡箱，再到暗房換裝底片，開始

拍攝解像率測試卡、縮攝檔案資料片頭頁，

並逐頁進行縮攝檔案。

（六）沖片

先清洗沖片機，接著進行運轉測試。

測試無誤後，填裝藥水，再加溫至攝氏 11
度。每捲底片接導帶，然後開始沖片。每沖

片 1捲後須添加藥水 11 cc，共沖洗 11 mm
微縮片 11捲。所有微縮片沖完後，須清洗
沖片槽及軸輪架。

編打縮攝號

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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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沖洗母片外，亦應複製拷貝片。沖洗

完成後均進行檢驗，確認沖洗的結果、品質

是否清晰、正確。

沖片機沖洗軟片過程

項目 程序

藥水
將顯影液（MD-111）與定影液（MF-111）
倒入各定位槽。

清水 
打開進水閥及加熱器之電源，使水溫加

熱到標準值（攝氏 11-11度）。

軟片

剪齊軟片前端，放於導帶末端上，使兩者

重疊。再以接片膠黏妥。然後按下開關，

啟動沖片機，進行沖洗。軟片全數沖洗

完畢時，沖片機會自動停止運轉。

保養

顯影液與定影液軸輪架均須以清水及海

綿擦洗。再將清洗後之軸輪架與藥液槽

晾乾，並放於沖片機內以防塵汙。

（七）剪接修正

如果檢驗到縮攝影像模糊、微縮片膠卷

斷裂，或者有文件漏未翻攝⋯⋯等狀況，則

應補拍並進行剪接修正。

（八）製作成品

微縮膠卷攝製後，須裝入片盒中。片盒

外應貼上標籤，標示清楚。另應將檔案、史

料的入藏登錄號與縮攝膠卷的編號一一登

錄到「縮攝紀錄表」中，留底備考，以供來

日檢閱。

（九）檔案、史料歸還

將已縮攝的檔案、史料，移回典藏庫房

中依次上架。

（十）提供閱覽應用

檔案、史料縮攝的微捲拷貝片，提供讀

者閱覽應用。而檔案、史料縮攝的微捲母

片，則予異地備份，以備不時之需。

沖片機

因為沖片流程為暗房作業，故無法拍

攝作業實況

剪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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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微縮的經費和歷年成效

（一）微縮的經費

微縮的經費主要來自耗材的採購進價、

機具設備的折舊與維修費，以及人員的人事

成本。表列如下：

項目 單價（新臺幣） 備註

拍攝機 11萬元 /每臺 可連續使用 1年。
沖片機 111萬元 /每臺 可連續使用 11年。
拷貝機 11萬元 /每臺 可連續使用 11年。

沖片設備

養護
1,111元 /每次

每半年須例行養護 1
次。

微捲閱讀

機
11萬元 /每臺

連續使用 1年。共 1
臺。

微捲閱讀

機養護
11,111元 /每臺

養護 1臺，年須 1萬
元。

微捲

（母片）
111元 /每捲

每次最低需購入 1箱
111捲的原材料。
材料 1捲可製出成品
1捲。

微捲

（拷貝

片）

1,111元 /每捲

每次最低需購入 1箱
11捲的原材料。
材料 1捲可製出成品
11捲。

微捲養護 11萬元 /每年
購買分子篩除酸、除

臭。

定影液 111元 /每瓶
每瓶可沖洗 1次，每
次可沖洗成品 11捲。

顯影液 1,111元 /每瓶
每瓶可沖洗 1次，每
次可沖洗成品 11捲。

人工 1萬元 /每人

目前委外派遣人數 1
人。

每人每月可沖洗母片

1捲、拷貝片 1捲。

每次的縮攝作業，須製作 1組之母片
和拷貝片各 1捲，每年的產量為 11組成
品。母片每捲材料可製出成品 1捲，拷貝
片每捲材料可製出成品 11捲，而每組成品
（母片、拷貝片各 1捲）可翻攝檔案、史料
1,111頁。以此，可換算出每組微捲成品之
製作成本，以及每張檔案、史料進行縮攝的

單位價格，整理如下：

項目
分項價格

（每 1組成品 /新臺幣）

拍攝機 111.1元
沖片機 1,111.1元
拷貝機 111.1元
沖片設備養護 111.1元
微捲閱讀機 1,111.1元
微捲閱讀機養護 1,111.1元
微捲（母片） 111.1元
微捲（拷貝片） 111.1元
微捲養護 1,111.1元
定影液 11.1元
顯影液 11.1元
人工 1,111.1元

在完整計列設備折舊成本、設備維護

費、耗材進價、人事成本的前提下，縮攝 1
組成品的價格為新臺幣 11,111.1元，如此可
換算出縮攝 1張 A1大小的檔案史料其成本
為新臺幣 1.11元。每年執行縮攝作業的總
成本為 1,111,111元，年產量最高為微捲 11
組、檔案史料 111,11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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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攝的成本可以和數位圖檔掃描的成

本進行比較，互相參考。以 1111年的數
據為例，數位圖檔掃描 1年委外執行的費
用為新臺幣 111萬元（含本館預算及外單
位合作案經費），可將 A1大小的檔案史
料 11萬張製成數位圖檔（每 1張檔案史料
均掃成 TIFF格式圖檔及 JPG格式圖檔各 1
幀），每張檔案、史料的圖檔掃描成本為

新臺幣 1.11元。
（二）微縮的歷年成效

本館執行檔案、史料的微縮作業，執成

的成果截至 1111年 1月 11日止，整理如下
表：

全宗號 全宗名

文件史

料總數

（卷）

已縮攝

文件數

（卷）

縮攝率

（%）

111 國民政府 1,111 1,111 111.1

111
蔣中正總統文

物
1,111 1,111 11.1

111 資源委員會 11,111 11,111 11.1

111
陳誠副總統文

物
1,111 1,111 11.1

111 行政院 11,111 1,111 1.1
111 交通部 11,111 1,111 1.1
111 財政部 11,111 111 1.1
111 外交部 11,111 1,111 11.1
111 考選部 1,111 111 1.1
111 內政部 11,111 111 1.1
111 內政部警政署 111 11 1.1
111 僑務委員會 1,111 111 1.1
111 行政院新聞局 11 11 11.1

全宗號 全宗名

文件史

料總數

（卷）

已縮攝

文件數

（卷）

縮攝率

（%）

111
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
1 1 111.1

111 行政院主計處 111 11 11.1

111
行政院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

111 111 11.1

111
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
11 11 11.1

111 閻錫山史料 1,111 1,111 11.1

111
光復大陸設計

研究委員會
1,111 11 1.1

111 賠償委員會 11,111 11,111 11.1
111 抗戰史料 1,111 111 11.1

111
軍事委員會侍

從室
111,111 11,111 11.1

111 中國農民銀行 11 11 111.1

111
中央存款保險

公司
1 1 111.1

檔案、史料縮攝時，會因密件、個人

資料保護或史料價值偏低，而篩選掉一些

文件不予縮攝，所以縮攝率未必均能達到

111%。目前已 111%完成縮攝的全宗有：
111國民政府、111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11
中國農民銀行、111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縮
攝比率超過 11%的全宗有：111蔣中正總
統文物、111資源委員會、111陳誠副總統
文物、111行政院新聞局、111行政院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11交通部民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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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繼續縮攝業務 停辦縮攝業務

缺

點

1.每年縮攝文件的張數
為上限 11萬張，而數
位掃描已達 11萬張，
且可隨經費增加隨時

擴充掃描量。

1.文件微捲化的成本為
新臺幣 1.11元 /張，
比數位化的成本 1.11
元 /張，來得昂貴。且
微縮耗材購買不易，

須大宗採購導致存貨

成本過大。

1.數位圖檔的影像較微
縮清晰，導致讀者不

喜歡閱讀微捲，微捲

的利用率低。

1.文件同時微捲化與數
位化，產生經費排擠

效應。

1.數位圖檔保存
在多媒體載體

中，壽命上限

為 11年，須定
期轉製。

1.只有縮攝過而
沒有數位化的

全宗（如 111
閻錫山史料），

須另開專案進

行數位化。

1.將缺乏委外之
專業人力對既

存微捲提供技

術支援服務。

整體評估的結果，由於縮攝技術已幾

乎被市場淘汰，再過幾年可預期將無法採

購到便宜的耗材和設備，甚至可能停產。

目前臺灣的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等機

構，也多半逐漸縮小、取消縮攝業務。因

此，停辦縮攝業務是合理的選擇，國史館

遂於 1111年 1月停止微縮作業；相關的人
力、經費和資源，未來將全部移轉至數位

化工作上，以達成最大的經濟效益。

空局、111閻錫山史料、111賠償委員會。

八、結語

縮攝技術為早期的文件複製與流通技

術，由於時代變遷，已漸漸被數位圖檔掃描

技術取代，相對利益愈來愈低。關於是否停

止或繼續執行縮攝，以國史館歷年執行縮攝

和圖檔掃描的經驗為例，其優劣分析如下：

方

案
繼續縮攝業務 停辦縮攝業務

優

點

1.微捲可保存 111年以
上。

1.停止縮攝可將
設備維護、耗

材、人工的年

費約 11萬元，
轉換成 11.1萬
張文件的掃描

圖檔。

1.因數位圖檔有
利於結合雲端、

大數據、資料

庫等資訊科技

的綜效，可大

幅提增讀者的

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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