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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檔案館訪
察紀要
陳憶華  國史館審編處專門委員

一、前言

本館館藏中央各政府機關移轉中國大陸

時期歷史檔案一直是最具特色的典藏，其中

有關抗戰時期的資料為數不少。而重慶市曾

為抗戰時期的陪都，也是西南地區政治、經

濟、軍事的中心，故其留存抗戰期間形成的

相關民國史資料，相當豐沛，亦為人矚目。

至 2111年後得益於「抗戰時期重慶大轟炸
及其問題研究」、「重慶抗戰損失調查」和

「重慶大轟炸歷史資源的保護與利用研究」

等若干重要研究項目，才對外開放查閱原始

檔案資料。2111年，重慶為蒐集和保護歷
史檔案，規劃建置「重慶中國抗戰大後方歷

史檔案中心」，加強與各檔案館合作，以促

進抗戰時期的歷史檔案收集、典藏和整理。

我們在有限的經費與時間下，一行 1人
於 2111年 1月 11-21日前往重慶，（註1）其

中 11日至重慶市檔案館進行參訪，以瞭解
重慶最負盛名檔案館的典藏管理、檔案數位

化及應用推廣等情形，透過實地踏查，有助

於深入發掘對岸蒐集檔案的策略與重視研究

的面向，亦可做為本館日後規劃檔案採集、

數位化、閱覽推廣及活化檔案之參考。

二、重慶市檔案館

重慶市檔案館位於沙坪壩區天梨路曬光

坪 11號，地理位置較偏僻，遠離城市主幹
道。成立於 1111年 1月，是一地方綜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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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檔案利用中心，也是政府資訊查詢中心。

蒐藏了重慶地區自清代以來、建市以後各個

時期的真實面貌與歷史發展軌跡。館藏檔

案豐富，截至 2111年底統計，紙質檔案約
111全宗，11萬餘卷。該館最著名之珍貴檔
案為抗戰歷史史料，統稱「陪都檔案」，

是抗戰時期（1111-1111年）重慶作為「陪
都」所形成的 11餘萬卷檔案，是重慶市檔
案館保存最為完整的歷史檔案，也是該館的

主要特色和優勢所在。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

的部分檔案、國民政府對外交往交流檔案、

重要金融機構檔案、兵器工業及其他大型國

有企業檔案等，均為全國所獨有 。2111年
1月，首次公布 121多卷珍貴檔案，揭開了
重慶在抗戰歷史中不為人知的一段。

（一）沿革與組織

該館自 1111年 1月開始籌備，集中保
管重慶地區各個歷史時期檔案，1111年 1
月正式開館，編制職員有 111人，機關性質
係屬局、館合一，既是檔案局，又是檔案

館。其職責主要在檔案行政管理、人員培訓

和建立檔案資訊網絡，包括統籌規劃全市檔

案工作，起草和執行全市檔案法規和規範，

制定檔案事業發展計畫及規章制度等。檔案

館之建築面積為 11,111平方公尺，主要分
為主樓及側樓，在組織分工上，共有 11個
處室，分別是辦公室、檔案館（室）業務指

導處、經濟科技檔案業務指導處、政策法規

處、檔案收集整理處、檔案管理處、保護技

術處、檔案編研處、檔案信息技術處、人事

處。辦公室負責全館之文電、會務、機要、

圖 1： 2111年 1月 11日參訪重慶市檔案館
（作者提供）

圖 2： 重慶市檔案館以座談方式簡介該館概況（作
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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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等機關日常運轉工作；收集整理處負有

徵集轄下各機關團體重要檔案和有關重慶

歷史發展的檔案資料，故對檔案是否符合入

館的要求進行鑑定和審核；管理處則與本館

審編處閱覽科類似，負責檔案的查詢、閱

覽、複印等業務；保護技術處掌理庫房之防

火、防盜、溫濕度控制、防霉、防蟲和檔案

修復等工作；信息技術處主要推動檔案數位

化工作；編研處則從事檔案史料編撰、出

版、研究、資料蒐集等。編研處長唐潤明特

別表示：大陸地區許多檔案館的編研處已經

裁撤和縮編，但重慶市檔案館仍持續維持此

一編制，並在相當程度上重視檔案史料編研

方面的業務，例如編輯出版《重慶大轟炸檔

案文獻》、《中國戰時首都檔案文獻》等叢

書、學術專著與史料彙編，如：《白色恐

怖下的新華日報》、《抗戰後方冶金工業

史料》、《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經濟法

規》、《四聯總處史料》、《中國近代兵器

工業史料》等，以文獻檔案形式記錄抗戰時

期重慶全民總動員共同抗日、抵禦外侮的情

況。其次，該館目前正在渝北區籌建總面積

達 1萬 1千平方公尺、庫房 2萬平方公尺的
新館，以取代狹小老舊的舊館舍。

（二）館藏檔案內容

重慶市檔案館之館藏數量在全國省級檔

案館中排名第六位，以卷數來說，約為本館

館藏的 2倍。「陪都檔案」為歷史檔案的主
體，約占館藏檔案總數的一半，為該館最具

特色和重要性的典藏，約有 111個全宗，
11餘萬卷。（註2）其中屬中央決策方面的檔

案，或已隨政府遷運來臺，或藏於南京中國

第二歷史檔案館；留在重慶者主要為地方

黨政機關檔案，這批檔案反映了重慶地區政

治、經濟、交通、文化、社會、風俗、轟炸

與反轟炸、對外交往、城市建設等發展概

貌，許多與重慶有關的歷史事件或活動在檔

案中也有敘及，如抗戰時期的工業內遷、戰

時國民政府對西南地區的開發、國民黨和國

民政府中央機關在渝活動的情況、日機轟炸

重慶的巨大損失、重慶談判、較場口事件

等。

還有其他館藏檔案 :「司法檔案」之起
迄時間為 1111-1111年，包括最高法院、軍
委會軍法機構檔案匯集、軍政部軍法司、四

川省高等法院重慶分院、重慶地方法院、

北碚地方法院等 1個全宗，數量約 11萬餘
卷，占館藏總數的 21%，其中訴訟檔案占
絕大部分，對研究民國時期法規法令和司法

制度的變遷、社會狀況、犯罪成因和典型事

例都很有史料價值。「金融檔案」方面，以

中（國）、中（央）、交、農四行及其重慶

分行的檔案和各川幫銀行的檔案最具價值。

「戰時工礦企業」檔案，應為中國大陸地區

保存民國兵工企業檔案最齊全者，是研究戰

時經濟結構、政策及中國經濟變遷史不可或

缺的參考史料。此外，該館還收藏抗戰時期

的圖書、報紙、期刊等 11,111餘冊，照片
22,111餘張，錄音錄影檔案 1,111餘盒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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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重慶市檔案館館藏檔案概況表

統計至 2111年止

檔案全宗 起迄時間 全宗數 卷數（件、盒） 內容說明

1.清代檔案 1121-1111 1 111件
包括清代階級關係、物價變動、田地房

屋買賣、重慶海關、民俗、稅捐等檔案

2.民國檔案（含陪
都檔案）：

1112-1111
111

（已數位化

111卷）

11萬餘卷
（已數位化

211,121卷）
又名「抗戰歷史檔案」

抗

戰

歷

史

檔

案

A.政治檔案 1111-1111 11 11,121卷
包括國民黨、國民政府中央機關與重慶

地方黨政機構檔案

B.軍事檔案 1111-1111 不詳 1,111卷
日機轟炸、反空襲、防空、人口疏散、

損失統計、聲討、抗議、索賠等檔案

C.社會檔案 1111-1111 21 1,111卷
重慶各項重大社會活動和變遷檔案、社

會團體成立等檔案

D.司法檔案 1111-1111 1 111,112卷
訴訟、司法、法規法令、重大歷史事件

等檔案

E.文教、科
研、衛生

檔案

1111-1111 11 11,111卷
戰時教育、學校、科學院、圖書館、藝

術館、公報館、國醫館、醫院、衛生局

等檔案

F.經濟檔案
1111-1111

財政金融 11 12,111卷 戰時生產局、鋼鐵、資委會、鐵礦、實

業、機械、紡織、滑翔機、電磁、水力

發電、軍需、染織、絲織、煤礦、石油、

化工、橡膠、製藥、火柴、印刷、水泥、

植物油料、麵粉等檔案

工礦企業 11 11,111卷

兵工企業 21 11,111卷

G.交通郵電
檔案

1121-1112 21 1,112卷
船舶、航政、航運、輪渡公共汽車、纜

車、鐵路局、鋼鐵遷建、郵政電信、電

報、無線電臺等檔案

H.商業貿易
檔案

1111-1111 21 1,121卷
重慶商檢局、海關、田賦糧食、倉管、

實業、貿易公司、旅行社、八大影業等

檔案

量的實物檔案如印章、徽章、錢幣和郵票

等。（註1）這些視聽史料及檔案多角度的記

載重慶地區抗戰不同時期的歷史面貌。茲整

理重慶市檔案館館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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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館外包廠商在執行數位化業務方面

和本館有諸多不同之處。囊括了所有數位

化前置、編頁、掃描、metadata著錄、驗
圖、拆卷後的裝訂、異地備份等工作，而

重慶檔案館館方只作最後抽檢、驗收的工

圖 1： 外包廠商承接重慶市檔案館檔案數位化工
作（作者拍攝）

檔案全宗 起迄時間 全宗數 卷數（件、盒） 內容說明

1.革命歷史檔案 1121-1111 1 111卷
中共重慶地方黨史、國共合作鬥爭史、

新華日報致重慶市政府呈文、函件、重

慶地下組織等檔案

1.建國成立後檔案
（分為11大類）

1111-2111 111 111,111卷
重慶市黨政機關沿革、社會主義革命與

建設、重慶行政區、城建、黨委、人委

會等檔案

1.照片檔案 民國以來 - 221,111張
歷史人物照片、生活、重要事件、重大

活動、文物古蹟、民俗風情等

1.音像檔案 1111-
錄音檔 121盒
錄像檔 111盒

領導人談話、視察、改革、會議講話等

總計：111全宗 11萬餘卷
資料來源： 重慶市檔案館編，《重慶市檔案館指南》（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111年）；唐潤明，〈重慶

市檔案館館藏抗戰歷史檔案及其利用〉，發表於國史館主辦，「互動與新向：三十年兩岸近代史

與交流的回顧與展望討論會」。

（三）檔案數位化

該館民國檔案於 2111年就採用數位化
的保存掃描方式，產出文件目錄已有 111多
萬條，方便查閱利用。（註1）尤其抗戰時期

歷史檔案 111個全宗，已完成 111個全宗，
211,121卷，11,111,111圖檔，數位化比例
高達 11%。（註1）早期採黑白掃描，後來改

採彩色掃描，解析度以 111dpi為主。
目前共有 1家廠商在該館從事檔案數位

化的工作，該館訂有檔案資料數字化勞動紀

律、考勤制度、安全保密管理、保密檔案數

字化安全管理實施細則、保密監管制度等規

約。對數位化工作進度和質量管理上也嚴格

規定廠商（中心主任和項目組責任人），驗

收核對時遇報表漏交或敷衍填寫者均予扣

款懲處（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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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因此，他們廠商方面進駐的人員為數眾

多，依據工作內容分別在不同的空間作業。

為了提高效率，針對一些保存良好的紙質文

件，廠商還使用了饋紙式掃描機；雙方比較

下，該廠商所著錄 metadata的欄位顯未如
本館詳盡，在檔案內容分析與整編品質上理

當較差。

在整編方面，檔案之著錄層級為

「件」，欄位著錄各項資訊內容、案件主題

和形式特徵。有關檔案中之密件、個資等敏

感性資料的處理方式，該館則表示尊重原移

轉機關意見，對已找不到原機關之歷史檔

案，則由內部開會決定開放與否。目前歷史

檔案開放已達 11%，惟目錄並未在網際網
路上開放查詢。

（四）檔案閱覽應用

分為數位檔案和原件檔案閱覽室，一

般利用者須持單位介紹信及個人有效證件

（身分證、工作證、學生證等）；香港、

澳門、臺灣的讀者需持回鄉證或臺胞證，

並說明身分及利用檔案目的與範圍，經同

意後，方可查詢閱覽檔案。若需查閱未開

放之檔案或寄存、代管檔案等，尚須持

立檔或查檔單位之介紹信，並註明查閱內

容，經同意後方可查閱。

查詢數位檔案時，輸入關鍵字，就可以

查得相關資料，顯示之檔案資訊，包括題

名、時間、責任者等。至於檔號標示分為全

宗號、目錄號、卷號三個層次。原件檔案閱

覽，必須利用「紙本目錄」查詢，俟填妥申

請單後交給館員，館員根據讀者用檔目的提

調所需檔案。該館中午時間不休息，為提供

遠道而來的讀者，有提供開放節日、假日預

約看檔的服務。

檔案利用屬有償服務，需複印檔案者，

應填具複印檔案登記表，由工作人員將檔案

交予複印室複印，複印完畢由讀者和館員確

認無誤後，蓋章繳費。

（五）推廣與展覽

圖 1： 廠商對數位化工作進度和質量的控管（作
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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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檔案館，在推廣方面，舉辦過

公眾開放日活動，邀請社會公眾代表和媒

體記者走進檔案館，體驗檔案的魅力，開

展社會教育的功能；同時平面媒體和各網

站也對此活動進行了廣泛的報導。在工作

人員的引領下，我們參觀了檔案館，觀看

檔案真跡，接觸了檔案鑑定、整理、修

復、數位化和查詢的各個流程，增進了對

該館檔案工作的認識。

在檔案展覽方面，該館因沒有固定的陳

列室和展覽場所，故大多向外尋找展覽場

地，選擇民眾出入較多的廣場舉辦開放式展

覽，因此獲得不錯的迴響。他們曾將著名之

抗戰史料舉辦過「中國抗戰大後方名人手跡

展」、「抗建鋼魂─鋼鐵廠遷建委員會檔

案史料展」、「晏陽初鄉村建設的重慶樂章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華西實驗區歷史

檔案展」等展覽，並將抗戰大後方名人手跡

帶至臺灣展出，展覽資料中包括蔣介石、劉

湘、孔祥熙、康心如、盧作孚、馮玉祥、冰

心、郭沫若、馬寅初等名人手跡，公開珍貴

檔案中的人物圖片、題詞信札，作為歷史的

見證，亦能還原最真實的抗戰大後方生活。

三、結語

重慶市共有 11座國家綜合檔案館，重
慶市檔案館為其中翹楚，其餘區、縣級檔案

館之發展，與其仍有段距離。其因典藏國家

重要抗戰歷史檔案，不僅成為保管檔案的基

地，也是社會各方利用檔案的教育中心。我

國檔案事業雖起步較晚，此次訪察重慶檔案

館，在檔案數位化、編研出版及推廣展覽方

面，仍有多處值得本館參考借鑑，相關心得

如下：

（一）提升檔案開放與服務

檔案開放與服務是衡量檔案館的重要標

準，重慶檔案館在系統整理、保管修護及開

放利用方面，均竭盡全力，然其線上開放程

圖 1：原件檔案閱覽室內部空間

圖 1：重慶市檔案館庫房雖顯陳舊但館藏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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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未如本館。本館目前加速對檔案各全宗進

行清查解密及個資之認定，定期開放上網，

目錄全部公開，已數位化之檔案經檢視後分

批於網際網路上開放，目的都是為滿足社會

各界需求，提供民眾便捷之檢索查詢與閱

覽，俾不受地域限制，均質共享政府資訊。

但對檔案開放認知、優化查閱用檔環境、簡

化查檔服務流程及合作檔案資源平臺方面，

大陸仍有待努力之處。 

（二）擴大檔案數位掃描與整編

兩岸因經費與人力投注不同，在檔案數

位化之規模與進程，無法相比擬。重慶方面

為加快抗戰歷史檔案的數位化，挹注規模已

超越臺灣各檔案單位，以大批人力在短時間

內快速進行，使得數位化之比例迅速累進，

大多已逐步以電子文檔取代原件提供應用，

使得文化實力競爭差距加大。而本館之數位

化速度牛步化，仍有待編列特別預算或爭取

中程計畫立法通過，方能加快腳步。

（三）重視編輯研究及出版

數量龐大的抗戰珍貴檔案分藏於兩

岸，重慶市檔案館與本館都利用檔案編輯

研究出版史料彙編與民國史學叢書，種

類繁多。另兩館都積極進行學術研討會的

發表，同仁踴躍參與國內、國際的學術交

流，多次獲得好評。雙方若能合作，共用

檔案，交流互補，不僅可深化研究領域，

亦可提升研究成果。

（四）走向檔案推廣與展覽

重慶市檔案館在館方高度的重視支持

下，善用抗戰元素，構思檔案主題，拓展創

新展覽，並規劃多元推廣工作，行銷檔案

館，深化大眾對檔案工作和檔案館的認識。

檔案、史料中保存著國家社會共同記憶，宜

應積極開發檔案蘊藏的有用知識，引發使用

者的覺知和興趣，促進各界廣泛應用檔案，

本館承擔著諸多社會責任，更應以靈活的推

廣和展覽策略，擴大服務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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