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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終於完成考察研究報告了！

總覺得人生中的安排充滿驚喜與未知，從98年底獲得財團法

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的傑出公務人員獎項，迄今1年多的時間裡，

日子馬不停蹄似地旋轉，先得準備及通過台大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

士班的資格考試，好讓自己可以安心的準備獎項所提供的出國考察

計畫，接著查詢確認預定拜訪的國外單位，並與外交部各駐外單位

進行溝通聯繫，中間穿插著公務與家務的及時因應處理，生活步調

如同緊繃的弓弦。在飛往歐洲的長程旅途中，原想可以慢慢調適

卸下，但6國25個參訪機構的雄心壯志，等著在一個半月的旅程中

一一實現！我，總是不自覺地挑戰自己的能耐！

歐洲的參訪過程順利而美妙，由於事先已將相關問題透過駐外

單位轉達，不管各個機構的電子文件或電子檔案的參與程度或發展

進程如何，在訪談與參觀過程中，所有受訪與接待的學者、專家、

機關首長或官員，都儘量提供相關資料並傾力進行解說，而友善親

切的互動，也讓我國的檔案管理制度獲得適度的曝光與迴響，更

贏得眾多珍貴的國際友誼，為未來進一步交流或合作留下可能的空

間。結束訪問行程後，我帶著厚重的各國資料、超支所有的獎金、

耗盡體力，卻又神采奕奕、心靈豐碩地歡欣返抵國門！此時，我尚

未實質料到資料量與時間差的等比關係！

抓住機會拓展自己的視野與蘊養能量，是我對自己的期許，但

當回來面對一國又一國、一個機構又一個機構的龐雜資料時，學校

又開學了！雖已通過博士班資格考試，但仍然有不算學分的高等研

究方法課程，在週週寫報告、跑統計的負荷與難度下，原定的出國

報告撰寫計畫全部打亂，工作一樣忙碌，么兒進入國三備戰階段，

生活於是出現多重壓力，早上7點半進辦公室、晚上9點半離開，我

開始懷疑自己太愛「自找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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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究還是要回歸與面對自己對自己承諾的本質，隨時抽空整理

攜回的資料與上網找尋補充資料，試著建立架構、區分計畫、區分國

家、區分機構、區分主題，探討相關研究重點，比較歐洲各國與我國

的差異，在零碎的時間中，分次進行撰寫與重複檢視修正。就這樣，

200多天的日子好像很漫長，卻又一閃而過！在此過程中，承蒙台大

圖書資訊學所陳雪華教授於閱讀初稿後，給予的指導與提點，讓我又

重新補充與修正了許多架構、資料與觀點，特藉此序  敬致謝忱。

在本研究參訪與撰寫的過程中，確實深刻感受電子時代帶給人

們的便捷效率與創造無限可能，卻也同時形成難以化解的資訊負載與

資訊迷失，而身為檔案主管機關的成員，在電子化政府政務的推動

下，卻更應思索電子檔案的長期保存與長期取用問題，並尋求電子文

件、電子紀錄與電子檔案間介接的最適切模式。本研究透過歐盟跨國

計畫與規範的推動、歐洲國家的實際政策與作法，進而與我國目前推

動現況進行比較分析，確實發現在政策、實務甚至理論面向的差距與

異同，各國對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的策略與態度，有積極、有審

慎、有不信賴者，如何拿捏？如何截長補短？如何投入資源？如何奠

定基礎？如何引導正確方向？都是我們未來的考驗。

本研究係就歐盟與歐洲的推動經驗進行基礎性探討，期望對國

內相關制度與政策，提供一些參考與建言，結論建議中並提出需要

進一步研究探索的議題，亦期待有心之士奉獻更多的智慧與經驗，

為資訊時代的文書與檔案管理尋求正確的路徑與出口。

本研究倉卒成書，如有謬誤，敬請不吝指正賜教。本次能榮獲

孫運璿基金會的獎項，要感謝的人很多，謹將頒獎當天個人的致詞

內容附在本序之後，那是我由衷的謝意與心聲。

於100年5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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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獲獎之致謝辭

徐董事長、各位董事、長官、貴賓、歷屆得獎先進及我的家人、好

友們，大家好！

民國78年我奉命主辦檔案法草案之研訂，所奉之命，就是  馬

總統當時擔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之命，20年後因檔案法制相關事項

再由  總統手中獲得這個獎項，感覺特別的有意義，再次向  總統

表達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接著，我要謝謝基金會所有的董事、執行長及工作同仁，謝謝

你們的肯定與辛勞，讓我得以獲得這麼大的鼓舞！也特別感念孫運

璿資政，孫先生的德澤典範，讓我們這些後輩公務人員，有一個永

遠的追隨目標。

然後，我要謝謝行政院研考會的朱景鵬主委、宋餘俠副主委、

魏國彥副主委及檔案管理局的陳旭琳局長，謝謝你們的支持、愛

護、還有鞭策，我保證一定在能兼顧工作的前題下才敢出國進修，

也絕對不會忘記回來繼續效力。同時，我也要特別謝謝現任內政部

的江宜樺江部長及林慈玲林次長，他們是研考會的前任主委及檔案

局的前任局長，謝謝他們的推薦，我才有機會站在這裡。

接著，我要謝謝今天不在現場的檔案局首任局長陳士伯，沒有

他的琢磨與信任，我無法完成這麼多的事項。當然，我更要謝謝我

親愛的工作夥伴，沒有你們，很多很難的、開創性的工作是無法完

成的，謝謝我們一起走過的那一段很辛酸、卻值得回味的艱辛歲

月。

然後，我要謝謝我的爸媽，他們因為身體的關係，沒有辦法親

自來到現場，但我相信他們如果可以理解，一定會感到欣慰。我的

老母親在二年前失智還沒這麼嚴重的時候，知道我考上博士班以及

陞任檔案局副局長時，最牽掛的卻還是我這個小女兒小時候腳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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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帶給她的傷心與內疚，也因為這樣，從小到大他們總讓我相信，

不管什麼困難，只要認真努力，全力以赴，就可以無所懼的、抬頭

挺胸的到達我想去的目標，在我心理，這個獎項屬於他們。

接著，我要謝謝我娘家及夫家的家人，謝謝你們的愛護與包

容，容忍一個始終很忙、沒什麼時間做家事或回饋服務大家的小妹

與弟媳婦。

最後，我要謝謝我的先生跟我的二個寶貝兒女，是你們讓我的

生命如此完整，你們永遠是我最大的支柱，也是我的幸福加油站！

謝謝各位長官、貴賓、好友及家人們，謝謝你們犧牲這麼美好

的假日出席今天的典禮，我會在我的崗位上，繼續扮演好「做什

麼，像什麼」的角色，謝謝你們！也祝福你們！

（本文轉引自98年12月27日本書作者在孫運璿學術基金會98年度

傑出公務人員頒獎典禮之致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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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資訊科技及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各國政府莫不戮力推展

電子化業務運作與對民眾提供線上服務，電子化政府成為資訊社會

中政府效能的象徵，而原生性或衍生性電子資訊資源，更是實施電

子化政務必然的輸入與產出。當政府大量採用電子科技處理業務，

用以促進資訊交流及進行業務程序自動化，如何進行有效而全面的

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資訊資源管理，以提升政務效率，並確保檔案

資訊長期存取與長期安全，是各國政府必然面對的課題。

檔案是人類活動的產物，是政府各項業務運作的紀錄，也是行

政稽憑、法律信證與史料研究的憑據，以其原生性、唯一性與不可

替代性等特質，成為最具權威性的公共資訊資產。而電子化的施政

紀錄因形成過程中的真實性與完整性容易受到竄改，且儲存媒體的

年限無法確保長期等特性，在管理上，較過去以紙本為主的紀錄，

面臨更大的困難與挑戰。尤其近年來，整體資訊環境發展愈加普

及，大量電子文件不斷地以幾何級數的速度產生，電子施政紀錄管

理議題，已成為各國推動電子化政府面對的巨大挑戰之一。

政府電子化資訊源自不同的管道，常以多種形式和媒體儲存，

記錄決策和業務推展過程的資料混合儲存，常有紙本檔案、電子郵

件和電腦處理的文書等混合形式併存現象，而每種形式往往只佔整

體紀錄的一部分。由於政府業務是持續的，並非電子化才產生的，

為維持施政內容的連貫性，確保其真實與完整，使得電子施政紀錄

管理的問題更形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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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檔案館是國家最重要的施政紀錄典藏機關，近年來因資訊

科技的迅速發展，形成大量的電子形式數位資訊，面臨長期保存與

長期應用的問題，而需尋求解決之道。國家檔案館因需直接接收政

府施政紀錄，因應電子化政府運作下產生之電子形式紀錄，更須前

溯關注政府電子文件紀錄的管理與推動政策。近年來，先進國家因

此投入相當的人力資源，參與或研發電子紀錄與電子檔案長期保存

與長期取用的計畫或推動方案。

歐盟成立以來，就意識到電子文件紀錄與電子檔案管理的重要

議題，為加速歐盟成員政務推動效能，結合檔案館、圖書館、大

學研究單位、業界技術支援等，積極研訂電子文件製作及電子檔案

保存標準，期縮短成員國間的差異，便於訊息交換。其中，較著

名及影響層面較大者為電子紀錄管理模式規範(Model Requirements 

for the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Records，簡稱MoReq)及網路服務

長期保存與取用計畫 (Preservation and Long-term Access through 

Networked Services，簡稱PLANETS)，前者在規範機關組織行政運作

所需之電子文件至電子紀錄的管理需求，後者在尋求國家檔案典藏

機構對於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方案，參與機構以歐盟會員國為主，

其中亦包括尚非會員國的瑞士等。

國內長期以來有關檔案管理之規範大多以參考美、加為主，歐

洲國家因語言限制，相關資料不易解讀，常被忽略，惟部分歐洲國

家在規模及發展上有時更接近台灣的需要，相關制度或政策更具參

考價值。而結合多個主要歐洲國家的歐盟，由於體系完整、菁英匯

集、且經長期的跨國磨合，在相關規範及做法上具前瞻性與領導性

地位。

為使我國能維持國際競爭力，確保電子化施政紀錄得以適切整

合管理、保存與長期取用，特別藉98年獲得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

金會傑出公務人員獎項機會，實地至歐盟及歐洲各國相關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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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考察，結合相關文獻，探討歐洲電子文件及電子檔案管理政策

發展情形，以作為我國相關政策之參考。2010年6月至8月間計參

訪歐盟執行委員會總部及英國、德國、瑞士、荷蘭、比利時、愛爾

蘭6個國家，拜訪之機關與單位計25個，包括4個歐盟組織、8個國

家檔案館、5個國家圖書館、5個電子化政府或文書檔案政策主管機

關、3個大學學術機構等，期從政策、保存、服務、計畫推展實務

等不同面向，探討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議題。

為便分析說明及符合歐洲國家的習用與區分，本研究將政府

機關以電子方式製作、簽核及處理階段之文件，稱為電子文件

(e-documents)。將電子文件辦畢歸檔，而尚未移轉至國家檔案館

的紀錄，稱為電子紀錄(e-records)。將電子紀錄移轉至國家檔案館

後，稱為電子檔案(e-archives)，而為概念完整，電子檔案在國家檔

案館中，尚包括將實體傳統檔案經過數位化處理程序而形成之數位

化紀錄，亦即，本研究所稱之電子檔案，包含原生電子形式及經數

位化處理之紀錄。

研究結果發現，歐洲各國對電子文件及電子檔案管理雖皆已深

感壓力，並了解其對未來政務推動所可能引發的問題，惟實際執行

和推動情形與歐盟研究發展目標仍有所差距，可將本次參訪之國家

區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為整合型，如瑞士、荷蘭。瑞士業已發展

電子文件、電子紀錄與電子檔案間的整合系統，自2011年起全面

推動機關公務文件業務電子化，2013年起瑞士聯邦檔案館不再接

收紙本檔案。荷蘭政府亦已開始進行跨組織研討，以規劃建立國家

電子資料中心為目標，期整合電子文件、電子紀錄及電子檔案的管

理與使用，相關計畫預定於2015年前提出。第二種為雙軌型，如

英國、德國。將電子政務之流程與國家檔案接收流程區分，同時接

受紙本與電子形式之檔案，參與及關注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之發

展。第三類型為傳統型，如愛爾蘭、比利時。相信紙本仍是最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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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的紀錄載體，電子化政務著重為民服務層面，就檔案保存的角度

而言，無論來源形式為何，皆須轉印為紙本後才能進入政府機關公

務體系承辦流程。這些國家大都積極參與歐盟相關計畫，對電子文

件及電子檔案管理傾向採用簡易可行之規範，且極為關注及尊重歐

盟之相關計畫研究成果。

綜合而言，歐洲電子文件紀錄發展趨勢，具有整合性、標準

化、開放性、模組化、互通性、實體與電子併存的複合性、重視技

術鑑定及移轉年限提前等特性；而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則以涵

蓋整體計畫、以轉置為主要策略、重視協作測試、強調風險評估及

持續合作研發為發展重點。

以下各章將先介紹歐盟相關跨國計畫推動情形，續個別探討歐

盟執委會本身與歐洲各國推展現況，而為對應我國發展情形，以便

比較說明其間的差距與異同，故增列專章，簡要說明我國電子文件

與電子檔案管理推動現況，期為國內電子化施政紀錄的管理政策與

實務發展，提出相關省思與建議。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涵蓋實地參觀訪談與進行相關文獻蒐集分析，研究目的

包括：

一、瞭解歐盟訂定之電子紀錄管理模式規範MoReq2 (Mode l 

Requirements for the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Records)及網路

服務長期保存與取用計畫PLANETS(Preservation and Long-term 

Access through Networked Services)的內涵與推動情形。

二、瞭解歐盟重要成員國對於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之政策與推

動情形。

三、瞭解歐盟重要成員國之國家檔案館及國家圖書館，對於電子檔

案長期保存與長期取用之推動政策與因應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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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較分析歐洲國家電子文件、電子檔案管理政策與我國發展情

形之異同，提出相關結論建議。

第三節　研究問題

由於本研究參訪機關涉及參與歐盟相關跨國計畫之機關(構)、

各國電子化政府主管機關、各國國家檔案館與國家圖書館，為使訪

問過程順利，事先依參訪機關類型擬具中英文版本之問題，作為資

料蒐集與訪談基礎。各項問題之中英文版在實地訪問前，皆與考察

計畫併同函送我國外交部轉發各駐外單位協助聯繫辦理，續請其依

受訪機構之類型以英文版分送參考，以提高本研究之參訪效益。而

為釐清訪問議題，部分機關（構）於研究者出發前，曾多次逕與研

究者以電子郵件往返，先行交換相關訊息。

研究問題區分為三類，茲分項說明如下：

一、歐盟電子紀錄管理模式規範(MoReq2)及網路服務長期保存與取

用計畫(PLANETS)推動情形

適用參與研訂MoReq的歐盟文件生命週期論壇(Document 

Lifecycle Management Forum, DLM)與PLANETS的成員（參與成員如

為國家檔案館及國家圖書館者，則適用第三類之問題），相關問題

包括：

DLM

1. DLM成立的目的、組織成員現況、推動的重大政策或方

案、非歐盟國家的參與情形、亞洲國家文件檔案的特殊格

式或字碼的影響為何？

2. DLM對於MoReq或更新版MoReq2的推動情形是否滿意？目

前在各國採用情形如何？最滿意的成果為何？有MoReq3

的後續計畫嗎？認為Moreq管理規範與ISO15489檔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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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規範如何併存?

3. DLM對於文件線上簽核等原生形式電子檔案應採行的規範

與技術看法為何？為確保檔案真實性與完整性，並以長期

保存的觀點著眼，有無進行必要的身分確認與相關技術的

應用？

4.  DLM對於電子文件及電子紀錄的呈現格式(如文件內容、

格式外觀與簽署者、決策者等)是否關注？是否認為應於

同一個文件頁面顯示其關係，以利未來電子紀錄檔案的閱

讀與信證？

5. DLM對於傳統檔案媒體與電子紀錄的銜接看法與做法如

何？如何回應至相關規範與技術？

6. DLM對電子文件管理政策如何回應至電子化政府相關政策

的看法如何？

7. DLM對政府機關人員及檔案管理人員如何進行相關教育及

培訓？有與學術界合作專業人員的培育與認證？

8. DLM認為智慧型工具如iPhone及電子書等新媒體，是否影

響MoReq對電子文件儲存及應用標準之制定?

PLANETS

1. 歐盟推動PLANETS的目的為何？與MoReq的關係是什麼？

所有參與計畫者是否皆採用MoReq？在推動過程中最大的

問題與困難為何？目前主要推動成果為何？未來有無接續

發展計畫？

2. 目前PLANETS實驗結果，認為電子檔案模擬、封裝、轉置

等技術何者較為可行？對其他國家或機構有無相關建議？

3. 參與者在PLANETS計畫中的角色與功能為何？是否達到預

期目標？如何運用這些成果？後續發展計畫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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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化政府政策中與電子文件檔案管理的關係

適用各國電子化政府之主管機關。

電子化政府推動政策中，有無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相關

政策？其管理範圍、推動做法及相關成效為何？是否涵蓋原

生形式及經數位化處理之數位內容管理等議題？

政府機關日常公務運作是否已採行公文線上簽核？其採行範

圍、相關規範作法、採用的技術為何？電子文件簽核作業

中，是否允許混合傳統文件同時進行簽核作業?與歸檔後的

檔案管理如何結合？對不同層級人員的意見如何蒐集及呈

現？有無採用封裝技術？如何確保文件的有效性？是否採用

電子簽章、憑證、時戳等機制？

電子文件及電子檔案的呈現格式(如文件內容、格式外觀與

簽署者、決策者等)為何？是否在同一個頁面顯示其關係？

以利未來電子檔案紀錄的閱讀與信證？

政府機關日常業務運作中如何解決傳統媒體(如紙質、錄影

音帶、照片等)與電子儲存媒體的整合查詢與應用？如何落

實以無縫隙流程觀點緊密結合業務紀錄與政務文件，有效擷

取、清理、分類及控制資料內容及詮釋資料，簡化電子紀錄

與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與取用流程？

為因應電子檔案技術的發展，政府有無對相關人才的培育政

策？

三、國家檔案館與國家圖書館對電子檔案管理的政策與做法

適用國家檔案館及國家圖書館。

是否採用MoReq或MoReq2，以作為要求各機關電子紀錄管理

規範推動模式？對其特性及評價為何？或對目前採用的其他

規範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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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PLANETS的成員，參與的目的、角色、成果及未來發展

為何？對電子化政府推動政策有無影響？

是否參與其他跨機關或跨組織與電子紀錄或電子檔案相關的

計畫？相關目標、範圍、作法、成果及未來發展為何？

是否負責或參與政府機關電子文件系統與電子檔案管理系統

的建置？如何處理其銜接介面？對於文件呈現的格式、外觀

與簽署者是否關注並顯示其關係？有無考量後續長期保存之

需要而進行必要的身分確認與相關技術的應用？

電子檔案管理的範疇為何?有無包含原生形式之電子檔案？

是否具備自行認證、簽發或管理電子簽章之能力? 如無，由

誰扮演第三方公正角色? 所典藏電子資料是否容許不同憑證

簽署結果?

如已訂定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採用的技術為何?

如何確保電子檔案的真實性、唯一性及完整性?是否採取數

位憑證、電子簽章或電子時戳進行管理確認？是在什麼時

機？文件產生時？逐層簽核過程？歸檔時？或移轉時？或上

述全部過程皆進行確認？

因應電子檔案生命週期，軟硬體過時問題，是否建置實驗室

或與學術機構合作進行研究?

如何配合電子檔案徵集及移轉進行價值鑑定及檢驗文件檔案

之真實性與完整性? 電子檔案徵集、清理、移轉及銷毀等作

業，是否已經完成線上作業的規劃?是否已有電子檔案線上

接收及移轉經驗?有無相關基準、規範或自動檢驗系統？

如何銜接傳統檔案媒體及電子檔案內容與管理應用，相關目

標、範圍、作法、成果及未來發展為何？

微軟辦公室文件與開放性辦公室文件標準之爭是否影響電子

文件保存政策規劃?如保存格式及標準的選用。另，PDF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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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典藏相關標準是否適用？如何與其他辦公室文件併存? 

是否已進行電子檔案轉置作業?如何鑑別轉置成效?

電子文件或檔案之典藏風險是否加以評鑑? 如何進行避險策

略? 是否對珍貴電子檔案投保?

是否針對政府機關人員或檔案管理人員進行相關教育及培

訓？如何辦理？有無與學術界合作或提供任何認證機制？

推動之電子檔案管理政策有無往上影響至各政府機關日常作

業之電子文件管理政策或電子化政府之作為？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期就歐盟MoReq及PLANETS二項計畫的內涵與推動情

形，了解其對歐洲國家推動電子文件及電子檔案管理政策及系統

建置規範與發展模式的影響，以及了解未參與或未參照MoReq或

PLANETS二項計畫的歐洲國家，其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政策

與系統模式等實務的相互關係，相關考察研究與分析結果，將作為

我國發展電子文件及電子檔案管理政策與系統建置模式等實務的參

考。

MoReq
PLANETS

1-1

 �

圖1-1：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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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實地考察、深入訪問與蒐集之相關資料進行分析，

研究方法包括：

一、實地參訪

依規劃之參訪機關，於2010年6月28日至8月3日間實地至歐盟

及英、德、瑞士、荷蘭、比利時與愛爾蘭6個國家，總計25個機構

進行實地的參觀與了解，包括4個歐盟組織、8個國家檔案館、5個

國家圖書館、5個電子化政府或文書檔案政策主管機關、3個大學學

術機構。

歐盟組織

1. 歐盟文件生命週期論壇秘書處(Secretariat to the DLM 

Forum)

2. 歐盟開放性PLANETS基金會(Open PLANETS Foundation)

3. 歐盟執委會歷史檔案館(European Commission- Historical 

Archives)

4. 歐盟執委會秘書總處(European Commission- Secretariat-

General)

國家檔案局、館

1. 愛爾蘭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Ireland)

2. 蘇格蘭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cotland)

3. 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4. 比利時國家檔案局(State Archives of Belgium)

5. 比利時國家檔案局新魯汶分館(State Archives of Belgium in 

Louvain-Neuve)

6. 荷蘭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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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德國聯邦檔案局(Koblenz,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Federal 

Archives)

8. 瑞士聯邦檔案館(The Swiss Federal Archives)

國家圖書館

1. 愛爾蘭國家圖書館(The National Library of Ireland)

2. 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

3. 荷蘭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the Netherlands, KB) 

4. 德國國家圖書館(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5. 瑞士聯邦圖書館(The Swiss Federal Library)

電子化政府或文書檔案主管機關

1. 愛爾蘭財政部科技政策司管理與組織發展中心(Center for 

Management & Organisation Development, Technology Policy 

Division, Ministry of Finance, Ireland)

2. 蘇格蘭政府資訊服務處(Information Service, The Scottish 

Government)

3. 荷蘭內政及王國關係部資訊及紀錄管理處(Information and 

Records Managemen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Kingdom 

Relations, Netherlands)

4. 瑞士聯邦行政處(Swiss Federal Administration)

5. 瑞士電子化政府辦公室(eGovernment Switzerland)

學術機構

1.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人文科技與資訊學院(Humani t i e s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Institute (HATII) at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2. 德國科隆大學人文電腦科學系(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Cologne)

3. 德國弗萊堡大學電腦中心(The Computing Cent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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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Freburg)

二、深入訪談

在25個參訪機關中，依前述研究問題區分機構類型分別進行深

入訪談，總計有65人參與進行，訪談對象包括機關首長、業務主

管、業務負責人員及參與計畫之教授與其團隊等，詳見附錄一所列

訪談對象。

三、資料分析

依據參訪機關提供之簡報、內部文件、網站資料、訪談紀錄及

另行蒐集之文獻資料，進行研究分析。訪談紀錄詳如附錄二。

第六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參訪國家與參訪機構眾多，在釐清不同國家與不同機構

的特性、角色、功能及關係上，已花費相當多的時間，限於歐洲國

家多非以英文為官方語言，以及實際訪問對象對相關議題的熟悉程

度亦有差別，致使取得內容有所限制。而為聚焦於本研究議題，國

家圖書館對電子出版形式之電子資源管理有不同面向之關注重點，

較難共同討論，限於篇幅，本研究故予割捨，留待日後另行研究探

討。相關限制分述如下。

一、語言限制

本研究拜訪之國家，除英國及愛爾蘭係以英文為官方語言外，

其他各國皆非以英文為主要語言。訪談機構中除德國聯邦檔案局

要求須透過翻譯才接受訪談外，其他皆同意直接以英文進行訪談，

惟因部分機構人員熟悉英文的程度不同，相關訪談內容可能有所

誤差，研究者已儘量以可蒐集之文獻資料及訪談錄音與紀錄進行補

充，惟因官方語言之限制，非英語系國家能提供之英文版本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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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亦多所限制。

二、參與限制

本研究參訪行程係事先上網查詢與本研究議題相關之參訪機構

名稱與聯絡資訊，續透過我國外交部於各國所設駐外館處進行聯

繫，配合受訪機構之安排而予確認。由於每個機構參與訪談的人員

層級、專長背景、負責業務、參加人數及訪談時間長短皆不相同，

致各個機構之訪談內容或參觀重點詳簡不一，研究者已儘量聚焦於

本研究之核心議題進行探討，並蒐集英文版網站資料或相關文獻進

行補充，但因各機構人員參與情形及業務發展進程不同，相關內容

之呈現，故亦有所差異。

三、主題限制

本研究主要關注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政策及相關規範或策

略推展情形，有關資訊技術層面不在本研究探討範圍。另因原生形

式之檔案與上游政府機關產生文件之政策直接相關，而各國國家圖

書館雖為本次參訪對象，惟經本研究訪談多個國家圖書館後發現，

各國國家圖書館雖面臨書刊數位化後，因媒體壽命及電腦軟硬體

設施過時，所衍生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問題，但因國家圖書館無須

接收機關原生形式之電子文件紀錄，故對文件紀錄與檔案上下游間

的介接，或公務文件處理過程中的真實性與完整性問題，不在國家

圖書館業務關注的範疇；且國家圖書館對於電子形式書刊蒐藏的困

難，主要在於公私立出版機構來源眾多、電子格式複雜不一、作業

系統介面種類繁雜、著作權與數位版權取用涉及層面複雜難解等問

題，須另行深入研究，限於篇幅及期本研究主題得以聚焦，本研究

故將國家圖書館訪談紀錄與參訪照片併整理於附錄，但不列入本文

探討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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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歐盟電子文件及電子檔案跨國計畫推動

現況

第一節　電子紀錄管理模式規範(MoReq,.MoReq2,.

MoReq2010).1

電子文件與電子紀錄是電子檔案的上游，其管理是否良善？相

關規範是否符合國家或國際標準？與電子檔案管理系統是否整合互

通？都涉及檔案管理效能與機關日常業務運作成本，是電子文件紀

錄管理的關鍵課題，本章將先探討此項議題在歐盟跨國計畫中的推

展情形。

近10年來，有關電子紀錄管理系統需求規範與規格發展的計

畫，在美國、歐洲及澳洲快速而顯著成長，這些發展係因應對電子

紀錄益加嚴格的法令要求，以及組織內瞭解電子文件歸檔與儲存已

經呈現失控現象的雙重壓力而來。很多組織與成員因存在「資訊

輕忽(Information Neglect)」的問題，造成因處理程序、故意或心態

錯誤所形成如磁碟資料遺失、放任離職員工未移交檔案或產生與

資訊相關的犯罪活動等，更突顯電子紀錄管理的重要性。（DLM，

2010） 

電子紀錄管理模式規範(MoReq)係於2001年由歐盟文件生命週

期管理論壇秘書處(Secretariat to the Documents Lifecycle Management 

Forum，以下簡稱DLM)所訂頒，包括發展電子紀錄管理系統規格之

功能性需求及操作性與系統性考量。是第一個將公私部門組織等同

1　本節主要依據2010年7月8日拜會DLM秘書處MGB主任委員Mr. Martin Waldron訪談內

容、其所提供之最新資料及MoReq網站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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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的系統規範，適用歐盟成員國公私部門建立電子紀錄管理的

需求指南，與檔案管理作業規範之國際標準ISO15489相容，但較

偏向資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需求規範。以下就DLM及

MoReq的最新發展分別說明。

一、DLM的組成與任務（DLM，2010）

DLM係於1996年由歐盟(European Commission)所發起，是歐

洲檔案、文件、紀錄與資訊生命週期管理領域中的首要組織，論

壇成員包括來自西班牙、比利時、歐盟本身、英國、斯洛維尼亞

(Slovenia)、法國及德國的國家檔案局或館，以及相關政府組織團

體、產業協會與其管理者、私人企業、顧問與產業專家、學術與研

究機構，以及供應商、消費者與組合商等，目前計有88個會員，共

同為電子紀錄的發展盡力。

2010年轉型為非營利性質之DLM論壇基金會(DLM Forum 

Foundation，以下簡稱DLM基金會)，由歐盟、歐洲國家檔案館及

資訊管理領域之組織共同支持，成立MoReq監督委員會(MoReq 

Governance Board，簡稱MGB)，監督MoReq的發展，及持續其對建立

歐洲電子紀錄管理標準的承諾，期能繼續推展其成立宗旨並支援來

自更多不同學科領域、國家與部門的擴大參與活動，形成更多元的

社群。2010年7月間於倫敦拜會的Martin Waldron先生，即為MGB的

主任委員。

MGB主要任務包括：

負責MoReq2認證測試權限之行政事宜。

保護MoReq與MoReq2的品牌。

監督及授權MoReq2第0章2增列及翻譯事宜。

2 MoReq2增列第0章，作為個別機構採用此規範之個別法律宣告與個別需求之特別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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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維護MoReq2之規格、測試架構及XML結構(schema)。

管理MoReq發展計畫。

DLM預訂於2011至2012年間啟動下列事項：

探討電子紀錄從原始產生機關移轉至檔案服務機構的介接或

整合議題，鼓勵各界使用MoReq2之XML結構，並參與紀錄

管理與檔案應用互通之先導計畫。

評估新的資訊軟體技術對紀錄管理與檔案系統實務運用的影

響。

透過認證課程的發展，提供歐洲各國發展電子紀錄管理技能

與競爭力之指南。

二、MoReq的目的（DLM，2010）

DLM宣示MoReq的目的在促進及完成橫跨歐洲及超越其他地區

完善紀錄管理的實踐，並期促進MoReq最廣泛可能的採用。分別說

明如下：

最廣泛可能的採用：係指包括下列組織、個人、團體、產

品、文件與設施等範圍：

1. 組織機構、從業人員、使用者、訓練者、諮詢顧問。

2. 檔案館、大學、政府機構、商務同業、公司行號。

3. 已下架的產品、正在解決的方案、小型的區域供應商、大

型國際供應商。

4. 辦公室文件、掃描文件、電子郵件、網頁、維基百科、部

落格、推特(Twitter)。

5. 個人電腦、手機、個人網路、儲存設施、資料庫、雲端。

完善的紀錄管理實踐：包括實務上任何與紀錄有關的管理，

如：

1. 公共領域、資訊自由、環境影響、e化的開放、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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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2. 機密、私人、個人資料保護、健康紀錄、基因指紋。

3. 安全資訊、法律、國防、恐怖分子、秘密、限制、情報。

橫跨歐洲及超越其他地區，企圖涵蓋：

1. 每一個國家。

2. 每一個語言。

3. 每一個管轄區。

4. 每一個檔案。

5. 在歐洲的法律。

6. 在國家的標準。

7. 在政府的條約及法案。

簡而言之，DLM期望看到完善的紀錄管理方法，可以無時無刻

地在各地、各領域被廣泛使用，並期望MoReq的引進與使用，可以

成為帶領各界實踐完善紀錄管理的主要工具與規範。

三、MoReq的發展（DLM，2010）

DLM在歐盟贊助下，於2001年推出MoReq的最早版本，以作為

紀錄管理使用者及專業人員的指南。2005年起為擴大應用範圍，

使不同國家可以彈性增加自己的需求，以及為建構電子文件管理軟

體應用認證的正式測試平台，開始進行修正研究，2008年4月提出

更新版本MoReq2，與第一版的主要差別在於：

新增測試與驗證規格。

區分必要性核心與選擇性模組。

新增XML資料架構。

提供較具擴展性與必要性的詮釋資料。

MoReq的規格區分為13章，並提供包含詮釋資料模式的9項附

錄，內容相當完整豐富，且特別增加第0章，作為MoReq2的應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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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法律或規定個別需求的相關指引。各章章名如下：

簡介(Introduction)

電子紀錄管理需求概論(Overview of ERMS Requirements)

分類架構與檔案組織(Classi f icat ion Scheme and Fi le 

Organization)

檢索控制與安全(Controls and Security)

保存年限與清理(Retention and Disposition)

紀錄擷取與聲明(Capturing and Declaring Records)

參考號碼(Referencing)：如分類號與系統辨識碼。

查詢、檢索與結果顯示(Searching , Retrieval and Presentation)

管理功能(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選項模組(Optional Modules)：如實體紀錄之管理、電子簽

章、加密、數位版權管理等。

非功能性需求(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s)：如易用性、系統

效能、長期保存與技術老化等。

詮釋資料需求(Metadata requirements)：包括原則及一般性詮

釋資料需求。

參考模式(Reference Model)：如專業術語、實體關係模式、存

取控制模式等。

MoReq2的提出及推展雖引起多個國家的注意與採用，但因規

格較為複雜、彈性仍屬不足；以及較適用大型機關而不適合中小

型機關二項關鍵因素，致使DLM的分支部門，MoReq監督委員會

(MoReq Governance Board)幾乎在2008年推出MoReq2的同時，即為

了提昇此規範的彈性及可評量性，進一步進行相關研究探討，於次

年(2009)提出MoReq的發展軌跡圖如圖2-1，希望使MoReq成為不同

國家、不同部門與不同系統中的必要與相容核心。

2010年推出的MoReq2010即植基於這樣的理念，以模組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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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方便使用者依需求自行加入選擇性的模組，量身打造出個別需

求的電子紀錄管理系統規範，希能同時適用大型、中型至小型等各

類型機關與組織，且涵蓋各種媒體類型的紀錄管理。

而為了推動MoReq2010，以成為下一代電子文件紀錄管理規範

的核心，DLM提出2010 MoReq工作計畫，預定以6-8個月的時間評

估其可行性，並業於2010年7月啟動第一波對外公開之意見徵詢，

著重在觀念的協作交流(concept collaboration)。續於同年9月徵詢外

界對MoReq2010草案的直接修正意見。

下一代的MoReq將以模組化提供較為穩定的基礎，以符合不同

軟體技術與不同機構使用。預定2011年以推動金融交易紀錄(focus 

on financial material transaction)的管理為主；2012年以健康、國防

及石油與天然氣為主，並規劃發展提供MoReq2010的套裝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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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MoReq發展軌跡圖(資料來源：DLM網站)

四、MoReq與國際標準的相容性（DLM, 2010）

MoReq2詮釋資料模組與下列三個國際標準部分相容：

紀錄管理程序標準ISO23081 (Records management processes-

metadata for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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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23081係規範整個紀錄保存環境的標準，而MoReq僅

規範電腦系統規範，所以，ISO23081較MoReq定義更多的詮

釋資料。ISO23081定義6種型式的詮釋資料如下：

1. 有關紀錄本身的詮釋資料。

2. 有關業務規則、政策與授權的詮釋資料。

3. 有關代理人的詮釋資料。

4. 有關業務活動或程序的詮釋資料。

5. 有關紀錄管理過程的詮釋資料。

6. 有關詮釋紀錄本身的詮釋資料。

MoReq包含其中紀錄本身的詮釋資料(1)及代理人詮釋資

料(3)的大多數規範，亦包括紀錄管理過程的詮釋資料(5)與

詮釋紀錄本身的詮釋資料(6)的一部分規範。

紀錄管理標準ISO15489(Records management)

ISO15489係規範紀錄管理的標準，著重一般紀錄的管

理，與MoReq著重系統技術的功能需求規範不同，但二者相

容。

都柏林核心資料集ISO15836(The Dublin Core metadata 

element set)

ISO15836適合跨資源欄位的交換及網路資源的探索，

對於紀錄管理功能較不足。

另外，DLM近年來亦相當關注奧多比(Adobe)為了文件歸檔所推

出的PDF/A國際標準格式的發展，將在DLM論壇中適時討論是否納

為相關規範標準。

五、MoReq的應用與培訓

MoReq2目前有20餘種語言之翻譯版本，包括法國、捷克、西

班牙、葡萄牙、義大利、俄羅斯與亞洲的中國大陸、日本、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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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規範應用於歐洲及其他區域的國家。挪威、英國、德國、

芬蘭及荷蘭並已將MoReq定為國家標準。另中歐國家斯洛維尼亞

(Republic of Slovenia)的國家檔案館及捷克共和國的國家檔案館，在

DLM於2010年5月間在西班牙Madrid舉辦的會員大會上，皆發表文

章說明其成功採用MoReq的情形。英國也有部分機關採用MoReq。

DLM每年皆會針對其會員國舉辦會員大會及研討會，另每三年

舉辦一次大型會議，開放非會員參加。為提升對會員的訓練，DLM

亦正在發展MoReq2010的新課程，包括線上課程及與相關檔案館或

大學合作研發課程，將規劃以研討會方式辦理。相關合作組織包括

專門以紀錄資訊整合及培訓為目的的非營利機構ARMA Internations

及AIIM(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and Image Management)等，相關

培訓課程可參見其網站3。

六、MoReq2010的架構與特色

MoReq2010的全名其實已做了修正，MoReq2的英文全名

為Model Requirements for the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Records，

MoReq2010修正為Modular Requirements for the Electronic 

Management of Records，以強化系統模組化的彈性概念，並將原以

電子紀錄為主、實體紀錄為輔的概念進行修正，將二者視為同等重

要的地位，而以電子化方式進行紀錄的整合管理。從名稱的修正，

可清楚看出DLM對MoReq發展方向的調整。

MoReq2010與MoReq2最大的不同在架構(architecture)，但二

者基本功能一致，故依二種規範發展之系統，彼此也會相容。

MoReq2係由資訊集合(sets of information)所組成，包括下列規格：

（DLM, 2010）

3 ARMA International網站為http://www.arma.org/about/；AIIM網站為http://www.aiim.org/

Ab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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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MoReq2 body)：即需求規範，包括核心項目及選項。

詮釋資料模組(MoReq2 Metadata Model)：包括需求規範所有

欄位的詮釋資料。

XML結構(MoReq2 XML Schema)：詮釋資料模組的語法。

測試架構(MoReq2 Test Framework)：可測試單一的規格。 

基本上，MoReq2只要任一個規格的需求規範更改，整個規格

即須重新修正，彈性較為不足、成本亦高。

MoReq2010規格的特色在模組化，讓每一個模組可獨立運作，

且可各自更新版本，讓系統具彈性且可方便模組的增刪，其組成概

念為MoReq核心及MoReq選項，前者包括功能性及非功能性需求、

詮釋資料模式、XML結構及測試架構，後者可依使用者需要增加一

至多個選項，二者之差別如圖2-2所示。

 ��

圖2-2：MoReq2(左)至MoReq2010(右)組成結構的修正(資料來源：DLM網站)

更進一步說明，MoReq2010規格係將系統架構區分為二大類

型，分別是：

擴充模組(extension modules)

將MoReq2010架構擴展至核心架構中所未涵蓋的特定領

域，如檢索控制模式中的資訊安全類型等。應用者可依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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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增列擴充模組。

外掛模組(plug-in modules)

外掛模組可將MoReq2010架構中的核心需求替代為不同

的執行方式，但效力相同，如核心需求中必須涵蓋分類架

構，但並未強制使用哪一個分類系統，應用者可依個別需要

以外掛模式替代。外掛模組至少涵蓋如紀錄分類型式(record 

classification types)、紀錄蒐集型式(record collection types)、

紀錄複合型式(record composition types0、介面型式(interface 

types)等。

MoReq2010期望各模組可獨立而有彈性地進行模組更

新、新模組加入、移除或排除已不適用之模組。且為了確保

各模組運作具備相容性且符合驗證規範，在核心架構中強制

增加「相容性按鈕(compliance button)」功能，檢視各模組是

否正確地安裝及執行，並提供報告供應用者掌握系統運作之

正確。其架構之關係如圖2-3所示。

MoReq2010期藉由相容性及互通性，從各機關組織的日

常業務流程、到部門、到組織、到形成國家檔案，串聯起電

子紀錄生命週期的新型態，如圖2-4。因此，MoReq系統期

結合文件檔案之保存期限及清理政策，扮演使用者(使用群

組)、角色(檢索權限控制)與透過分類架構賦予的分類、文件

或紀錄之三重角色，與一般資訊系統僅扮演前二者之雙重角

色不同，如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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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MoReq2010模組架構（Waldron, Marti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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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從單一系統使用到串連電子紀錄生命週期（資料來源：DLM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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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MoReq三重角色的觀念示意圖（資料來源：DLM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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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其他規範，MoReq2010有幾點特色：（DLM, 2010）

可應用於公立及私立部門。

提供多種語言版本。

正在發展歐洲電子紀錄管理的第一個相容性測試中心。

設置驗證中心，提供末端使用者有關MoReq能力的課程及學

術條件。

由歐盟支持及背書。

國內迄今甚少注意MoReq的發展，但除了歐盟之外，亞洲地區

的中國大陸、日本及南韓已翻譯MoReq規格，提供其國內參考，並

密切注意及參與DLM的相關研討活動。目前正值我國電子化政府相

關計畫戮力推動各機關公文線上簽核作業之際，相關紀錄規範需求

重點、不同媒體紀錄的相容整合、及紀錄與檔案長期保存需求之銜

接等，都應在各機關團體產生紀錄時即納入管理思維，並作為管理

工具及系統建立依據，才能確保各種不同紀錄能完善而有效地管理

與保存，MoReq2010最新的發展趨勢、彈性思維架構及採用國際標

準與應用推廣之作法，值得我國關注及參考效法。

第二節　網路服務長期保存與取用計畫(PLANETS)

依據IDC(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的統計，全球數位內容在

2008年已高達486 EB(exabyte, 1 EB= 1012 MB)，且每18個月成長1

倍(Gantz, 2007)，人類必將擁有越來越龐大及越來越多格式與形式

的數位資訊。

而依照PLANETS自己的調查，各機構已無法確保數位資訊保存

的期限超過10年，如何保持數位內容產生時的原樣及意義，成為各

機構的最大挑戰。未來10年，相關機構必定保存超過100種以上的

不同數位格式，且數字會逐年增加，數位內容的總量也將躍升50

倍。因電腦硬體變革、軟體老化及資料儲存媒體易於毀損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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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機構正面臨龐大數位資產保存的風險，PLANETS將其稱為新典

藏挑戰(New Archival Challenge)，即「管理愈多資訊，資訊愈快流

失」！人類需要可持續的解決之道。(PLANETS, 2009)

為促進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與長期取用的研究與發展，歐盟整

合國家圖書館、檔案館、研究機構及資訊科技領先企業，於2006

年6月1日開始為期4年的網路服務保存與長期取用計畫(Preservation 

and Long-term Access through NETworked Service，簡稱PLANETS)，

由16個機構共同發展，並由英國的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

負責統籌協調。耗資1.5千萬歐元(約新台幣6億元)，相關經費由

歐盟資訊科學與科技架構第6期第5項計畫(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IST) Framework Programme 6 call 5)所支應，該計畫項

下包括2個整合性計畫，即PLANETS(由大英圖書館統籌協調)及

CASPAR(由為此計畫成立的聯盟CCLRC負責)；1個協調行動組織，

即DPE(由英國格拉斯哥大學HATII負責)；以及其他研究計畫。

（PLANETS網站）

PLANETS甫於2010年5月31日完成整個4年計畫，除可透過

PLANETS本身所作的相關報告及調查檢視其第一階段的發展成果

外，歐盟正計畫推出PLANETS II，並另成立開放PLANETS成果的非

營利基金會，稱為開放網路服務長期保存與長期取用基金會(Open 

PLANETS Foundation，簡稱OPF)，分享推動及繼續營運PLANETS的

成果。以下分別就其計畫目的、特色、各國參與情形、採用的標準

與規範、成果及未來發展，介紹及說明此項計畫的內涵。

一、PLANETS計畫的目的與任務（PLANETS網站）

目的

PLANETS的目的在發展數位資訊跨越世代仍能存活的方

法與技術，期望建立實用的服務與工具，以協助並確保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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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文化與科技資產的長期取用。PLANETS採用開放檔案資

訊系統模式(The OAIS Model)，整合PLANETS自己發展及協

力第三方之相關工具，提供自動化數位保存的整合性解決方

案，可協助不同機關定義數位保存的目標、政策及了解館藏

特性，透過PLANETS提供的工具，可以控制成本，協助決策

者建立、評估及執行保存計畫，並可將不符需求的物件轉製

為符合的物件，可以執行過去留存的操作系統與軟體。綜合

而言，其目的如下：

1. 增加歐洲能確保長期存取其文化與科學資產的能力

改善關於長期保存的決策。

確保有價值的數位內容得以長期取用。

透過增加自動化與可評量的架構，控制保存行動的花費。

透過使用者社群及建立保存服務與工具的市場通路，確

保廣泛的採用。

2. 建立實用與可取用的解決方案

整合現存的專家、設計與工具。

分享與建構。

開放且提供具擴充性的架構。

任務

為了確保安全儲存及持續數位資訊的取用性，PLANETS

界定的任務包括：

1. 發展數位資訊長期保存架構、方法、工具及服務，以促進

相關機構具有建構、型塑及執行適合的保存計畫，以符合

個別的保存需求。

2. 由本計畫產出模式，協助相關機構了解自己組織內數位保

存的需求、館藏的特性及決定應保存甚麼資訊與用甚麼格

式保存這些資訊。也期望協助相關機關了解末端使用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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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使用這些館藏資訊。

3. 提供相關機構建立及比較保存計畫，可以透過單ㄧ應用介

面，存取PLANETS及第三方(協力廠商)的轉置(migration)

與模擬(emulation)工具，在安全的環境中，以真實的資料

測試這些工具與服務，讓科學的證據作為決策的後盾。

4. PLANETS發展的工具，需能提供比較物件在經過保存技

術轉換前後的內容差異，以驗證及記錄其產出內容的正確

性。相關整合性服務也期協助機構在政策或優先順序改變

時，可以很容易地修正自己的長期保存計畫。

二、PLANETS計畫架構

呼應PLANETS的目的與任務，PLANETS的計畫架構區分為保存

計畫服務(preservation planning services)、保存行動服務(preservation 

action services)、物件轉置特性辨識服務 (characterization services)及

評估與驗證的測試平台服務(testbed: evaluation & validation services)

四大項目，並包括結合使用者社群(user community)及供應商社群

(supplier community)間的擴散與訓練(如圖2-6)，茲分項說明如下：

�-� PLANETS PLANETS

 ��

圖2-6：PLANETS的發展架構（資料來源：PLANETS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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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保存

建立保存政策是數位資訊長期保存的重要起步，確認組

織中數位保存需要與要求，才能定義組織應採取的行動及資

源保存的範圍。

PLANETS提供保存計畫的工具稱為Plato，由奧地利維也

納科技大學(Vien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負責發展，可提

供相關功能為：

1. 引導使用者透過系統性的程序定義及決定組織保存需求的

優先順序。

2. 協助使用者比較可用的保存策略與行動，並確認何者最適

合自己的組織與數位內容。

3. 協助產生及評估保存計畫並定義保存行動。

4. 自動編輯機器可解譯的數位保存計畫與流程。

5. 驗證保存行動的結果及比較已處理物件與原始物件的特

性，以確認哪一個數位保存行動是成功的以及內容是否遭

受損壞。

Plato於2010年7月已發行至3.0版，累計600餘個使用社

群，並入圍2010年數位保存獎項(Digital Preservation Award 

2010)名單，該獎項係由英國聯合其他國家所成立的數位

保存聯盟(Digital Preservation Coalition, DPC)頒發。（DPC網

站）

了解館藏

為了長期保存，在處理過程中須能確保資訊未被毀壞，

PLANETS由英國負責研發物件辨識特徵的工具Comparator 

tool，協助使用者辨識物件轉置(migration)前後是否改變或

毀壞，以及是否能代表原始檔案的正確性與真實性。因此，

每一次轉置，PLANETS會保留結果及儲存ㄧ份XML格式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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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而為了能辨識，PLANETS發展新的XCL(The eXtensible 

Characterisation Language)語言，次分：

1. XCDL(eXtensible Characterisation Description Language)：用

來描述數位物件的特性。

2. XCEL(eXtensible Characterisation Extration Language)：用來

萃取物件的特性。

使PLANETS發展的工具能萃取不同的數位物件並進行比

較。例如，當將一份有附註的Word轉置為PDF/A的格式，部

份工具可能遺失二者的連結，透過其特性的比較，可以確認

轉置後文件與附註的關係與原始檔案一樣。

每一個特性辨識服務都會形成PLANETS的核心登錄紀錄 

(Planets Core Registry)，內含檔案格式的描述、保存軟體產

品以及適度保存特定內容的資訊。相關描述內容會依測試平

台聚集的實驗結果而更新。

PLANETS的核心登錄紀錄是由大英圖書館所發展之

PRONOM擴充而來，並與全球資料格式登錄紀錄(Universal 

Data Format Registry, UDFR)相容。

德國科隆大學人文電腦科學系(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Cologne)Manfred Thaller教授即

負責前述語言之研訂。Thaller教授於受訪時補充說明這些語

言的特性與關係如下4：

1. XCL：適用於PLANETS計畫中長期保存的特性，目的在重

述重點(recapitulation) 、轉置(migration)及經圖像軟體，如

Photoshop等，處理之數位物件，目的在確認保存行動的結

果及評估轉置後的格式是否正確。

4 2010年7月26日拜會德國科隆大學人文電腦科學系Dr. Manfred Thaller，了解該系參與

PLANETS計畫的情形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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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CDL：描述重點如文件字體及在機器中的重新應用方

式，包括：

資訊模式(information model)：包含影像與測試物件(an 

image／a test)。

格式本體(Format ontology)：在格式中用甚麼字詞描述影

像或測試物件，如VIII是指8的意思等。

描述語言(Describing language)；採用XML語言。

3. XCEL：用來萃取物件特性。

Thaller教授認為在規劃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時，應同

時思考的關鍵問題為：

1. 我們要保存的是什麼？

不同機器及不同紙張會有不同的分頁等問題，我們要

保留哪一種？哪一種才具有真實性(authentic)？

2. 對軟體呈現的觀察(observation)與抉擇

Word 2007年版的文件是在同一個句子插入註釋，但

是Windows 2007及Open office是在左邊及中間，轉置時須

評估其差異及確認註釋有無編號等問題。所以，如果重視

文件外觀，則Word比Open office更適合轉為PDF格式；如

果重視內容、人名與註釋，則直接使用Word格式即可。

3. 採用系統核對總數(checksum)的功能進行偵錯，僅適用有

限的格式

適合TIFF、PDF、MP3等格式。

4. JPEG格式基本上不適合長期保存之用

JPEG格式即使解析度很高，因必須經過壓縮，基本上

不適合作為長期保存的格式，發展中的JPEG 2000相對較

為穩定，但仍需時間觀察及證明其長期性。

另 外 ， 對 於 辨 識 物 件 轉 置 後 是 否 具 有 持 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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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的指標，可以包括開放性(openness)、採用性

(Adoption)、複雜性(Complexity)、技術保護機制(Technical 

protection mechanism)、自我紀錄性(self-documents)、穩固性

(Robustness)與相依性(Dependencies)等，但Thaller教授也特別

提醒注意，由於截至目前為止，相關的實驗數量仍為數過

少，還須等待更大量的資料驗證。且因現在尚無物件轉置後

回復的工具，所以在進行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行動時，一定要

慎選檔案格式並且儲存較多的複本。

保存內容

PLANETS提供包括文字、影像、影音及網頁形式等多種

長期保存的工具及服務，使用者可自行組合所需工具，處理

結合多種格式的物件，如PDF內嵌影音紀錄，以及自行決定

特定的轉置順序，如從MS DOS Word到Open Office XML再到

PDF。

也可以運用模擬工具，在現代系統中模擬過去的資訊環

境，重現過時的軟體系統，甚至電腦遊戲。此項服務並提供

遠端應用功能，遠端使用者可應用德國弗萊堡大學所發展的

GRATE(Global Remote Access to Emulation)，即可遠端存取及

使用模擬服務，無需自行安裝系統。

德國弗萊堡大學電腦中心(The Computing Center of 

University of Freburg)在PLANETS計畫中負責下列事項5：

1. 遠端模擬服務事項(Issues in remote Emulation Services)：如

轉置(migration)及驗證(validation)。

2. 傳送(Transportation)。

5 2010年7月30日拜會德國弗萊堡大學電腦中心主任 Professor Dr. Gerhard Schneider及其

研究團隊，除了解其參與PLANETS的情形外，亦見識由其團隊所發展的GRATE系統

有趣及強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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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軟體蒐集建檔(Software Archive)。

4. 知識與自動化(Knowledge and automation)。

GRATE目的在使PLANETS發展的工具可以達到以網路為

基礎(web bases)及進行標準化的工作(standard tasks)，故蒐集

早期軟體，形成模擬中心，相關模擬服務自動轉換，不分語

言，只依軟體規格，選擇需轉換的軟體後，系統自動記錄環

境、運作需求及互動的工作流程。

德國弗萊堡大學電腦中心Gerhard Schneider教授認為模

擬與轉置技術，沒有誰優誰劣，宜互用、連接或做為彼此替

代之長期保存組合策略，建議運有策略如圖2-7所示。即透

過模擬策略解讀過時軟硬體之檔案，之後轉製至其他儲存媒

體，必要時再轉置為目前可讀取或較普及之規格或格式，歷

經長久時日後，可能再走上模擬的策略。

除了保存檔案內容之外，瑞士聯邦檔案館(Sw i s s 

Federal Archives)在PLANETS計畫中負責研發SIARD(Software 

Independent Archiving og Related Databases)，作為關聯式資

料庫(rational databases)的開放儲存格式，並將相關軟體工具

組合為SIARD Suite套裝軟體，提供長期保存及存取資料庫內

容，以建立及保存資料庫內容、詮釋資料及其關係。瑞士已

將SIARD作為聯邦政府與行政辦公室傳送至聯邦檔案館的標

準格式之一。此部分將至後面瑞士相關章節中再予詳述。

SIARD Suite是一個獨立平台，可以在Java1.5以上

的Windows與Linux個人電腦環境操作，目前提供的轉製

(conversion)服務，包括從MS Access、MS SQL及Oracle的資料

庫平台，轉為SIARD格式平台或從SIARD格式平台轉至這些

資料庫平台。其作業方式是將資料庫內容及其詮釋資料先以

XML檔儲存，再經過轉製為SIARD格式後，其詮釋資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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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編輯及改善，然後整個轉製後的資料集就可以上傳至新

的資料庫，如此，即可將不同來源的相關資料整合成單一來

源。

� �0�0 � � HATII PLANETS PLANETS

 ��

圖2-7：德國Schneider教授建議之長期保存組合策略

（研究者依訪談內容整理繪製）

測試平台

為方便有興趣的組織使用PLANETS發展的長期保

存工具，由英國格拉斯哥大學人文科技及資訊發展學院

(Humanities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Institute 

(HATII) at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負責發展測試平台

(Testbed)6。測試平台是以網站為基礎的應用環境，免費提供

使用者可以在一個經控制且容易使用的環境中進行數位保存

的科學性實驗。結合硬體、軟體及樣本資料，顯示哪一種保

存方案及工具對不同形式的數位內容最有效。

PLANETS測試平台提供下列功能：

1. 對分散各處且對長期保存議題有興趣的行動者，提供系統

性、重複性的實驗方法。

2. 提供結構性、可供長期保存的實驗文件。

3. 自動評估不同保存方案的結果。

6 2010年7月5日拜會HATII參與PLANETS的多位研究團隊，了解PLANETS測試平台、教

育訓練及未來發展的情形。



�� 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之管理

4. 分享實驗結果的存取。

5. 提供強力而可擴充的平台。

PLANETS為一互通性架構，採獨立式平台架構及依循

OAIS標準，與一般圖書館與檔案系統相容，可以自動執行眾

多保存行動。

擴散與訓練

PLANETS的訓練係由HATTII負責，其提供之訓練課程

一般為期3天，對象大多為政府機關、博物館等負責決策之

主管或技術人員，由於PLANETS計畫同步進行中，故計畫期

間的課程內容偏重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理論、原則、已發展

工具之介紹、測試平台介紹與相關實機系統操作訓練等。每

年約訓練200—300人，主要來自歐洲及其他各地人員。從

2009年6月迄今分別於丹麥、保加利亞、瑞士、英國及義大

利辦理5場各為期3天的訓練，相關課程內容置於PLANETS的

網站7提供參考。

而除了訓練課程外，為擴散PLANETS的成果，其相

關研究成果皆採極為開放的態度與世界各地分享，可由

PLANETS網站、通訊及電子佈告欄獲取豐富的資訊。此外，

YouTube上亦有許多有趣的影片介紹，使用”team digital 

preservation”之關鍵字，即可查得許多寓教於樂的相關影片

動畫內容。（YouTube）

PLANETS計畫的主要目的在研究及協助全球各地的組織

降低電子檔案保存的風險，其各項研究成果基本上即在支援

電子檔案保存的風險管理過程，包括5項步驟及對應使用的

工具如圖2-8，說明如下：

1. 辨識風險(identi fy r isk)：使用PLANETS的計畫工具

7 PLANETS訓練課程網址為：http://www.planets-project.eu/training-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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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O、物件特性辨識服務工具Comparator及核心登錄紀

錄系統Core Registry(PRONOM)。

2. 評估風險(assess risk)：使用PLANETS的計畫工具PLATO、

物件特性辨識服務工具Comparator及核心登錄紀錄系統Core 

Registry(PRONOM)。

3. 計畫與評估(planning & evaluation) ：使用PLANETS的計

畫工具PLATO、測試平台Testbed、模擬服務GRATE、物

件特性辨識服務工具Comparator及核心登錄紀錄系統Core 

Registry(PRONOM)。

4. 計畫執行(implement plan) ：使用PLANETS互通架構、測試

平台Testbed、模擬服務GRATE、物件特性辨識服務工具

Comparator及核心登錄紀錄系統Core Registry(PRONOM)。

5. 更新與回顧(update & review)：使用PLANETS的計畫工

具PLATO、測試平台Tesybed、核心登錄紀錄系統Core 

Registry(PRONOM)。

統籌PLANETS的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計畫經

理Clive Billeness，在本研究受訪時不斷強調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對電子檔案管理的重要性8，說明PLANETS計畫

推動期間已儘量採用符合風險管理的國際標準，並特別指

出歐盟第七期資訊科學與科技架構支持的計畫中，已有以

PLANETS工具為基礎，期進一步建立雲端運算架構的相關計

畫。而大英圖書館本身對於PLANETS的研究結果，亦已經逐

步應用在其數位化檔案的管理上，如轉置策略與PRONOM等

的使用。為持續推廣PLANETS的成果，大英圖書館也已加入

OPF組織。

8 2010年7月12日拜會大英圖書館計畫經理Mr. Clive Billeness，了解大英圖書館統籌

PLANETS計畫的情形、關注的重點與未來發展方向。



�� 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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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8：PLANETS降低數位保存風險之流程與成果

（資料來源：轉載自Clive Billeness提供之簡報檔）

二、歐洲各國參與PLANETS之情形

PLANETS計結合了5個圖書館、3個檔案館、5個研究機構及3

個資訊科技企業共同合作，既有實際需求與執行機關如檔案館、圖

書館，又有負責技術研發的大學與研究機構，再加上著名的資訊技

術公司將計畫成果付諸於應用系統或軟體產品的開發與建置，可謂

產、官、學界合作的典範，橫跨包括英國、德國、荷蘭、奧地利、

丹麥、瑞士六個歐洲國家。參加的機構分類羅列於下：

圖書館

1. 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

2. 荷蘭國家圖書館(The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Netherlands)

3. 奧地利國家圖書館(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

4. 丹麥皇家圖書館(The Royal Library of Denmark)

5. 丹麥州立及大學圖書館(The State and University Library of 

De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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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館

1. 荷蘭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Netherlands)

2. 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3. 瑞士聯邦檔案館(Swiss Federal Archives)

研究機構

1. 德國科隆大學(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Cologne)

2. 德國弗萊堡大學(The Computing Center of University of 

Freiburg)

3.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HATII (Humanities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4. 奧地利維也納科技大學(Vien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5. 奧地利科技研究學院(Austr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mbH)

資訊科技企業

1. 荷蘭IBM公司(IBM Netherlands)

2. 微軟研究公司(Microsoft Research Limited)

3. 德色拉科技顧問公司(Tessella Technology & Consulting) 

這16個機構中，除了資訊科技企業外，本計畫計拜會8個機

構，包括大英圖書館、英國國家檔案局、英國格拉斯哥大學、荷蘭

國家圖書館、荷蘭國家檔案館、瑞士聯邦檔案館、德國科隆大學、

德國弗萊堡大學，實際了解及印證歐盟PLANETS計畫成果，並交換

我國在此領域的相關經驗，除建立未來進一步互動交流的關係，也

適度展現我國在此領域的努力成果。

三、PLANETS計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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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ETS計畫在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領域中具有重要地位，其

影響力亦正持續擴大中，主要原因可歸納為具有下列特性：

跨國合作

結合歐洲多國如英國、德國、荷蘭、瑞士、奧地利、丹

麥等國政府與國家檔案館、國家圖書館的力量，共同研究發

展。

跨域整合

整合圖書資訊學、檔案學及資訊科學領域專家的學識智

慧，從資訊科技層次及專業領域需求充分整合協作。

跨界互動

運用政府、學術界與產業界的智慧與力量，促進產、

官、學跨界整合合作，尋求前瞻政策解決方案的典範。

開放模式

採用國際標準之開放模式(OAIS Model)發展，便捷彈性

整合與增刪新舊系統介面模式。

自由軟體

各項研究成果皆以實際行動開放於自由軟體市場，擴散

研究成果效應。

三、PLANETS的發展成果與運用情形

第一階段的PLANETS可以說是歐盟推動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相

關技術與策略的研究與發展階段(R&D Phase)，已於2010年5月31日

完成，並於2010年7月榮獲歐盟科學評論(EC Scientific Review)評定

為非常好(Very Good) 及了不起(Fantastic)的等第，完成的成果包括

(Billenness, 2010)：

PLATO計畫工具已開放大眾使用。

測試平台亦開放大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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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將已完成之長期保存工具，進行包裝與釋出的工作。

提供54種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服務。

已將PLANETS的原始元件，如PLANETS的核心套件、XCL的

辨識工具、Dioscuri模擬工具、DROID辨識工具等，開放至全

球自由軟體資源網(SourceForge)。

估計PLANETS原始程式碼價值，已超過美金3.4百萬(約新

台幣1億多元)，此估算尚不包括PLATO、XCL及SIARD等工

具。

PLANETS於2010年7月間於其網站公布三份文件（PLANETS, 

2010），以供外界了解PLANETS實際應用現況，以及政府機關與

資訊業界對此議題的觀點與現況，以下分別說明：

國家圖書館與國家檔案館運用情形(Implementing Planets in 

Libraries and Archives)

提供三個個案研究案例，分別說明其運用情形：

1. 丹麥皇家圖書館( Royal Library of Denmark)：說明丹麥皇

家圖書館如何使用PLANETS的物件辨識工具與計畫工具，

以在移轉至圖書館數位檔案典藏之前，建立數位化民俗館

藏的長期保存模式。

2. 丹麥州立大學圖書館：丹麥州立大學圖書館擁有世界最古

老的錄音館藏，本案例說明其如何使用PLANETS的物件辨

識服務，在登錄至其數位物件整合管理系統(DOMS)之前，

先檢視與建立數位長期保存館藏的做法。

3. 荷蘭國家檔案館：說明荷蘭國家檔案館如何運用模擬工

具，將保存在荷蘭國家檔案館e-Depot系統中，不同格式且

不適合使用轉置策略進行保存的動態性政府紀錄，如資料

庫與電子表單等，進行模擬程序，以建立長期保存策略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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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數位保存的現況(Digital Preservation in Government)

透過訪問荷蘭及比利時共17個政府機關，計76位公職

人員對電子文件紀錄與電子檔案的相關看法，了解政府機關

在電子紀錄創造、管理、分享與保存資訊及如何進行溝通的

現況，期提供具長期保存意涵的資訊管理建議。

PLANETS第二次白皮書(Second PLANETS White Paper )

由瑞士聯邦檔案館及德色拉資訊顧問公司共同撰寫，訪

問18家位於美國、歐洲、中東及大洋洲等居世界領導地位的

資訊科技公司，探討數位內容長期管理工具與服務此一新興

市場的現況。

此三份文件對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需求面、市場面與運用面，

分別進行案例分享與研究分析，可作為進一步瞭解PLANETS計畫實

務運用情形及未來發展的參考。

四、PLANETS的未來發展

PLANETS計畫完成後，歐盟立即成立OPF(Open PLANETS 

Foundation)接續推廣相關成果，其入會規定、組織現況與未來工作

重點如下9：

OPF採會員制，團體會員入會年費為1萬英磅(約新台幣50萬) 

。期待有機會在亞洲成立分會。

成立目的在推廣PLANETS已完成之相關工具的使用與訓練，

並期在世界各地建立及創造更多的電子文件紀錄與電子檔案

的專家社群。

為發揮影響力，仍將以各國國家檔案館及國家圖書館為起

點，再逐步推動影響至各個文件產生機關。目前已招募15個

9 2010年7月21日於荷蘭國家圖書館順道約見OPF執行長Mr. Bram van der Werf，了解

OPF的組織現況與未來發展，本節內容依照其所提供之資料及OPF網站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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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包括來自澳洲、美國及歐洲國家等，大英圖書館、荷

蘭國家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史丹佛大學、IBM、

Microsoft、Oracle等，皆已是OPF會員。

預定每年至少辦理一次研討會。

歐盟除了成立OPF繼續推展PLANETS的成果外，亦正規劃推出

PLANETS II，將聚焦於可量測性(scalability)及雲端運算技術(cloud 

computing)，仍將由大英圖書館統籌，而技術部分則由奧地利科技

研究機構AIT(Austr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mbH))負責。同時，

為了電子檔案長期取用效力的數位簽章(digital signature)議題，也

將是未來探討的重點(Schneider, 2010)。

第三節　歐盟其他相關計畫

一、文化、藝術與科學的保存、取用與檢索知識計畫(Cultural,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for Preservation, Access 

and Retrieval, CASPAR)

CASPAR是歐盟第六期資訊架構計畫所支持的另一項整合計

畫，目的在存取及保存文化與科學資源。期能應用、擴大及驗證

已為國際標準(ISO:14721:2002)的開放性參考模式(OAIS reference 

model)的運作效用。

CASPAR期望提升獲取資訊呈現及內容物件的其他相關保存資

訊的技術。設計支援數位資源長期保存及指定社群的虛擬服務，使

資訊不因電腦軟硬體與儲存系統的改變而無法存取，整合數位版權

管理、鑑定與確認CASPAR的標準特性。研究對保存的數位資源更

為複雜的存取與使用，包括直覺式提問與瀏覽的機制。且發展案

例研究，跨越不同的使用者社群及評估成功應用的狀況，以驗證

CASPAR的方法對數位資源保存的效用，並主動在CASPAR所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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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貢獻相關標準化的行動。

CASPAR期在具關鍵重要性的數位保存使用者社群，以及為保

存數位資源而提供更加多元的系統與相關服務設施的場域，更致力

提升其知名度，以擴散其影響力。（CASPAR網站） 

二、歐洲數位保存計畫(DigitalPreservationEurope, DPE) （DPE網

站）

由於電子資源已成為文化與智慧資產的核心，但此類資源卻面

臨極大風險。數位記憶需要持續性的管理，使用新的科技及程序，

以將技術老化的風險降低。風險在數位化紀錄產生時即已存在，並

持續與數位物件的保存期限同在。數位保存的議題，涉及複雜的

技術與龐大資源，非單一組織或機構可以獨立解決，需要國家與

國際層級的組織共同面對解決，DPE故以歐盟之前運作成功的計畫

ERPANET(Electronic Resource Preservation and Access Network)為基

礎，聚集當今橫跨歐洲學術研究、文化、公共行政與企業組織領域

專家，組成研究團隊共同合作研究與面對此一議題，企圖領導下列

事項：

強化數位保存的輪廓。

提升處理數位保存的能力。

運用跨組織的合作，避免資源重複投入。

確保經審核及認證的數位保存程序標準被選用。

透過訓練促進技能的發展。

促進相關研究合作及交流。

發展及提升研究歷程的發展圖。

協助人民及學者專家，辨識數位保存在其生活與工作中的核

心角色。

這些任務如運作成功，將協助確保數位資源長期管理所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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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協同行動、系統與技術的知識基礎。

綜合而言，DPE具有3個主要目的：

創造一個持續性的平台，以作為數位物件保存的積極合作、

協作、交流與擴散研究成果與經驗之處

1. 辨識及增加數位物件典藏與保存議題的認知，並遍及歐洲

各國及各地的文化與科技資產活動。

2. 致力於降低不同機構重複研究的行動，並促進辨識、蒐集

及分享相關知識與專門技術。

3. 創造研究群體與實務群體之間的管道，蘊養符合保存需要

的協作方案。

4. 激發數位保存在關鍵領域的進一步研究，鼓勵在已知的差

距與機會中發展相關標準。

增加數位保存服務及其可行性與可信度間的平衡

1. 支援歐洲對數位典藏的審核與認證的發展，作為內容管

理、傳送服務及轉至聯合典藏的基礎步驟。

2. 促進資訊通訊科技公司與軟體業者，將典藏與保存的思考

融入新一代的軟體產品。

3. 建立數位保存研究歷程，得以更直接與產品開發的發展機

會相關，並發展與企業機構的相互連結。

改善認知、技能與可用的資源 

1. 檢視傳遞之基礎指引、方法與工具的核心議題，以促進歐

洲各公、私立機構的保存行動。

2. 應用訓練與研討會的組合，以最佳的實務為基礎，了解何

處及可以採用何種更進一步的實務訓練，以建立職員的知

能發展。

這兩項計畫與PLANETS一樣，皆關注數位資源長期保存

技術與方法的發展，只是著重領域不同，目的皆在整合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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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及研究人員的力量，共同為歐洲甚至全世界尋找妥善保

存與確保數位資源存取的方案，三者關係相輔相成，都是歐

盟在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議題上所資助發展、具前瞻性的大型

跨國計畫。特別在此簡要介紹，以作為有興趣進一步研究者

之參考。

從本章MoReq與PLANETS的發展，可以歸納歐盟跨國計畫在電

子文件紀錄與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取用的發展趨勢如下：

一、適用公私組織內公務文件、紀錄運作管理的規範與系統，有向

下游的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管理與取用需求整合發展的趨勢。

二、專職典藏政府施政紀錄的機構，如國家檔案館等，關注電子檔

案長期保存與長期取用的系統需求，有向上游的紀錄產生機關

整合管理流程的趨勢。

三、電子文件紀錄規範的發展朝國際標準、系統模組化、可依個別

需求彈性組合的方向發展。

四、將實體紀錄與電子紀錄視為同等重要地位，再以電子化方式進

行二種以上紀錄類型的整合或複合管理。

五、開放性檔案資訊系統模式(OAIS)是目前發展規範中所共同遵守

的標準。

六、電子文件紀錄管理與電子檔案管理系統強調互通性架構，以提

昇運作效能。

七、強調跨界、跨域、跨國的協作與發展，共同面對人類可能面臨

的電子資訊紀錄管理與取用問題。

八、重視專業人員的培訓，建立產、官、學界彼此對話與溝通合作

平台。

九、支持自由軟體的運用與回饋自由軟體的市場。

十、以審慎態度逐步評估已研發的技術、方法或軟體工具效力，避

免躁進或獨鍾一種策略，以分散可能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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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歐盟執委會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現況

一、歐盟概況（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歐盟(European Union, EU)是一個融合政府及跨越國家之政體組

織，總部設於比利時布魯塞爾，會員國總土地面積約435萬平方公

里，成員計有27國，分別為奧地利、比利時、塞普勒斯、捷克、丹

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愛爾蘭、義大

利、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馬爾他、荷蘭、波蘭、葡萄牙、

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典、英國、保加利亞、羅馬尼

亞，人口總計約5億，居世界第三，排名在中國與印度之後。歐盟

以23種會員國語言為官方語言，包括荷蘭文、英文、法文、德文、

希臘文、匈牙利文、愛爾蘭文、義大利文等。人民以天主教、基督

教、東正教、回教、佛教等信仰為主。

歐盟係於1950年代開始，就經濟共同體先行發展，歷經半世

紀之努力，整合成就顯著，經濟上逐步完成自由貿易區、關稅同

盟、單一市場、貨幣聯盟等工作，貨幣整合象徵的歐元亦於2002

年問世。政治上歐盟版圖不斷擴大，並積極發展共同外交及防衛政

策，尋求提昇歐盟在國際事務中之地位與影響力。2009年生效的

「里斯本條約」，賦予歐盟單一國際法人資格，可對外簽署國際條

約並加入國際組織。

歐盟主要機構區分為：

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

為歐盟之決策機構，分為歐盟高峰會議及部長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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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負責大政方針，通常每半年舉行一次例會及一次特別會

議。後者負責日常決策，分享歐盟立法權。理事會實行主席

國輪任制，任期半年，2010年下半年係由比利時擔任輪值

主席國。「里斯本條約」生效後，設立常任性質之「歐盟理

事會主席(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新職，經歐盟

各會員國2009年11月19日非正式高峰會中無異議通過，取

代輪值國元首或總理主持歐盟高峰會之機制。歐盟理事會主

席任期兩年半，並得連選連任乙次。另原每半年輪值乙次之

主席國部長主持各部長理事會（外長理事會除外）之作法維

持不變。

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

為歐盟常設執行機構，負責監督會員國對條約及法令之

執行，向理事會和歐洲議會提出報告和立法動議，處理歐盟

日常事務，負責歐盟對外經貿談判及部分外交權責。本屆執

委會於「里斯本條約」生效後由各會員國推舉1名執委，目

前共有委員27名，其中主席1人，副主席7人。其下區分不

同的部門(DG)分工負責不同政務。

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 EP)

為歐盟監督、諮詢機構，具有部分立法權。

此外，歐盟組織中還有歐洲法院、歐洲審計院、經社委

員會、地區委員會以及歐洲中央銀行等機構。

歐盟已先後建立關稅同盟，實行共同外貿、農業和漁業

政策，統一內部大市場，實現商品、人員、資本及服務自由

流通，建立經濟與貨幣聯盟，歐元區國家已達16個。 隨著

歐盟擴大及其經濟影響力提升，歐盟在國際事務中扮演更積

極之角色，重視聯合國之地位及作用，主張多邊主義。歐盟

進一步加強與美、俄、中、日、加、印度等大國之關係，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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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謀求建立歐亞全面夥伴關係及歐非戰略夥伴關係。

而歐盟執委會各組織部門(DG)中對文件檔案業務的分工職責如

下10：

秘書總部(Secretarial General)：負責文件、紀錄與檔案之管理

政策與資訊透明化政策。

基礎設施與行政支援辦公室(Office for Infrastructure and 

logistics)：負責檔案管理。

傳輸溝通部(DG Communication)：負責照片及聲音檔案管

理。

資訊科技部(DG Informatics Technologies)：負責電子檔案管

理之基礎建設。

安全部(Security Directorate)：負責頒布及解釋資訊相關規

範。

歐盟執委會秘書總部下設文件管理處，負責文件、紀錄與檔案

管理政策的擬定與推動；由隸屬基礎設施與行政支援辦公室的歷

史檔案館，負責承接與管理檔案。以下分別說明二個機關的相關業

務，以了解歐盟執委會電子文件與檔案管理的相關作法。

二、歐盟執委會秘書總部(Secretariat-General, EC)文件管理處

歐盟執委會秘書總部文件管理處負責執委會本身的文件檔

案管理政策，不適用所有歐盟的成員。DLM Forum 的MoReq 2與

PLANETS等跨國計畫，通常由DG INFO部門負責，亦由其負責電子

化政府相關計畫，但不直接與EU執委會的執行業務相關。

歐盟秘書總部認為歐盟雖投入MoReq與PLANETS發展的資金，

並提供相關規範及系統給所有成員國使用，但並無規定或強制這些

10 業務分工係由歐盟執委會基礎設施與行政支援辦公室下所設之歷史檔案處處長Hatto 

Kaefer於2010年7月15日拜會時手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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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或執委會本身該怎麼做11。

目前執委會在資訊技術的發展主要在安全方面，通常以總量核

對(Checksum)的方式，由系統自動檢視數位紀錄在形成附加檔儲存

的狀態，亦即由系統記錄每個步驟是誰、在什麼時間、做了什麼動

作，以確保紀錄的真實完整。歐盟目前未採用數位簽章或數位憑

證，文件管理處Handley處長認為，封裝檔案的技術可能造成後續

紀錄解讀的更大困難，不認為是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好方法。

文件管理處主要職責為建立及推動實體檔案的管理政策，包括

紙本、錄影音帶等，且對象為執委會各個部門(DG)及執委會本身。

執委會正在考慮是否採用MoReq2為電子文件管理規範。目前係採

用PDF/A作為電子文件歸檔儲存的標準格式。原生電子形式的檔案

也是在文件產生日期屆滿25年後，才移轉至檔案永久典藏館。

歐盟執委會文件分為兩種，一為正式公文(official documents)，

需要依規定登錄處理；一為業務文件(working documents)，由各個

DG自行決定處理原則。執委會並頒布標準(criteria)界定正式公文的

範圍。ARES(Advanced Records Electronic System)系統是執委會文件

管理的主要工具，提供各部門使用，但不強制，也可以驗證方式，

檢視其他系統的功能是否符合要求。資料庫及電子郵件等如屬於公

文範圍，一樣須先至ARES登錄後才能進行後續處理。

執委會中每一個DG與相關服務單位皆設有文件管理中心

(Document Management Center, DMC)，依照電子文件與非電子文件管

理規則(E-domec  and Non E-domec Rules)保管檔案文件，並辦理鑑定

以移轉至歷史檔案館。只有少數的DG因有自己的典藏空間，會另

依相關規定保管中間檔案。每一DMC皆設有文件管理人員(Document 

11 2010年7月15日拜會歐盟秘書總部文件管理處的Peter Handley處長及負責數位化文件

與檔案的Mr. Mattias Hallin，了解歐盟執委會本身的電子文件紀錄與檔案管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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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fficers, DMO)管理檔案12。

e-Domec(Electronic archiving and Document management policy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是歐盟執委會所頒布的電子文件與檔案管

理政策，目的在確保所有執委會文件管理的持續性，以標準化與統

一的規則，確保執委會有能力隨時提供具可靠性的資訊。

為使相關人員重視並遵循相關規範，培訓工作非常重要，執委

會針對DG的文件管理人員(DMO)逐年推動，訓練重點包括政策層面

與資訊科技層面，並提供數位學習系統輔助。不希望每個DG去擔

心資訊科技的問題，對他們而言，只要把依規定該登錄的文件登錄

至系統即可。目前規範各個DG採紙本與PDF/A兩種媒體格式併存的

方式管理，並保存所有系統傳輸過程的紀錄檔(log file)，以做為備

查之用。

至於節約能源與節能減碳之議題係由環境部負責，對文件管理

處而言，不會因為節能減碳而推動公文線上簽核政策，要依實際業

務需求與特性，並考量存取的方便性。

三、歐盟歷史檔案館(European Commission- Historical Archives, 

ECHA)

歐盟執委會歷史檔案館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扮演中間檔案

館的角色，目前所在館舍係由古老教堂整修而成，隸屬於基礎設

施與行政支援辦公室(OIB, Office for Infrastructure and Logistics in 

Brussels)，負責實際保管檔案與執行檔案管理業務，與執委會秘

書總部制定檔案管理政策的文件管理處關係密切。西元2000年左

右，歐盟開始推動電子紀錄管理政策，亦係由文件管理處制定，計

有e-domec, ARES, EEAS, Adonis等規範及相關系統持續推動，原則

12 歐盟文件管理處與歷史檔案館的相關運作機制，係依其所提供之內部文件及訪談內容

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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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微軟視窗辦公室軟體如Word、Excel等為文書處理工具，以及

要求採用PDF/A等常用之格式作為儲存。

歷史檔案館係於1983年成立，其法定職責在確保具有歷史或

行政價值的文件，得以妥善保管並提供大眾使用，目前約有員工30

人，其中10個為檔案學專家(archivist)。

歷史檔案館的任務包括：

確保紙質檔案與電子紀錄的實體保護與整合。

確保紙質檔案與電子紀錄詮釋資料移轉至歷史檔案館的保護

與整合。

與文件產生部門(DG)合作進行第二次價值鑑定。

負責無法讀取檔案或處於風險檔案的修護。

對無歷史、行政或法律價值的檔案進行銷毀。

進行檔案歷史分析，以提供研究應用。

將檔案整合至更大的行政及政治情境脈絡。

對無保密必要之檔案，依規定程序進行解密。

製作微縮片，以方便推廣及提供檔案備份。

準備移轉檔案至比利時佛羅倫斯歐洲大學((Eu r op e an 

University Institute in Florence)永久保存的檔案館。

歷史檔案館接收DG屆滿2-10年的結案檔案，以進行描述整理

及提供應用。除了於布魯塞爾設有民眾應用的館舍外，另於科騰堡

(Kortenberg)及盧森堡(Luxemburg)二地設置典藏處所。執委會頒布

檔案共通性保存年限表(Common Retention List, CRL)供DG遵循，各

個DG須負責在行政保存期限(Administrative Retention Period, ARP)

內的文件檔案服務。俟行政保存期限(ARP)屆滿且經DG依照CRL進

行第一次鑑定後，始能將檔案移轉至歷史檔案館。移轉後之檔案屆

滿25年時，再由歷史檔案館協同原移轉機關進行第二次鑑定，把屆

滿 30年且具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移至佛羅倫斯檔案館管理及開放



第三章　歐洲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現況 ��

使用。佛羅倫斯檔案館為歐盟自1984年12月起依雙方契約指定寄

存的檔案最終儲存地，為歐盟的核心檔案館。其銜接關係從圖3-1

可看出，執委會對於文件檔案的管理政策，係遵循文件生命週期的

原則，此管理理念亦出現在其提供員工參考的內部文件中。

移轉過程中皆須先依規定格式傳送移轉清單並取得接收館的識

別號碼，清單上並須註明檔案實體型式，區分為紙質(P, Paper)、

電子紀錄(E, Electronic)或複合型式 M, Mixed) ，顯示歐盟執委會對

電子形式檔案或紙質與電子紀錄混合檔案之移轉已預作規劃準備，

並正發展相關工具提供DG使用。在系統工具未完成前，歷史檔案

館雖可接受DG將電子形式檔案以紙張印出後辦理移轉，但並不鼓

勵，希望各個DG先妥善保管電子形式或複合型式之檔案，直到解

決方案完成為止 。 

對於涉及個人隱私、商業利益或智慧財產權等具敏感性資訊，

DG有權決定是否將其歸屬於機密檔案，並將敏感性資訊賦予'X'標

記。機密檔案依歐盟之規定，區分為最高機密(top secret)、機密

(secret)、機敏(confidential)及限制(restraint)4個等級，並皆賦予'C'標

記。屬限制等級以上之機密檔案，須另外由專責單位登錄管理，不

得存放在安全區域之外。由於過去累積的檔案，可能包括不同的機

密等級，DG需依安全部的規定，每5年定期檢視自己的檔案，以辦

理解密或降密事宜。依規定，只有原核定機關具有解降密權限，其

他機關不可擅自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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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歐盟執委會文件/檔案管理流程示意圖

（研究者依訪談內容及相關文獻整理繪製）

歷史檔案館另於郊區科騰堡設有典藏庫房，類似倉儲式的文件

中心(records center)，可放置130公里檔案，部分經鑑定未移轉至佛

羅倫斯之檔案，無論是否屆滿30年，皆由歷史檔案館負責開放民眾

使用，目前每年約有450-500人次使用。

就一般國家的檔案組織體系觀之，歐盟的歷史檔案館功能屬於

文件中心，又稱中間檔案館（薛理桂，2004），負責檔案整理、

描述、鑑定、移轉、銷毀與應用等功能，其中鑑定、銷毀及移轉皆

須依規定會同或經DG同意後辦理。

歷史檔案館處長及相關研究人員在受訪時指出，目前歐盟檔案

業務面臨的五項重大挑戰與問題如下，將影響後續相關政策的推

展。

經濟情勢的問題，各項政策須以節省經費為考量前題。

資訊科技的快速變遷，使檔案管理面臨重大挑戰。

網路2.0時代，強調雙向溝通與數位化資訊提供，資訊平台

及服務方式面臨考驗。

法令規範與專業技能的發展，須能彼此跟上進度，保持二者

間之平衡。

應重視使用者的使用需求，作為政策與資源投入優先順序之

考量。

Europa(http://europa.eu/index_en.htm)是歐盟的官方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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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詢歐盟所有組織部門的各式文件與相關出版品等資訊。

第二節　英國電子文件及電子檔案管理現況

一、英國概況（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英國全名為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官方語言為英語，首都為倫敦

(London)，面積244,820平方公里，位於西北歐島嶼，在北大西洋

與北海之間，人口約6,152萬人，2009年人口密度為246人/平方公

里，政治制度屬君主立憲,採議會內閣制。1973年加入歐市（即現

今之歐盟）。 

英國國會分為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及上議院（House 

of Lords）等兩院。下議院由民選議員組成，採單一席次選區制，

議員得連選連任，每一任期最長不逾五年，首相可視需要提前解散

國會並改選，2009年4月時共有646位下議員。上議院議員皆非民

選，計分神職議員（Lords Spiritual）及世俗議員（Lords Temporal）

兩大類，2009年4月時共有26位神職議員及715位世俗議員，共計

741位。 

英國內閣掌行政權，首相即多數黨黨魁，閣員絕大多數由首

相自下議院議員中提名，經女王同意後任命。法院分為地方法院

(Magistrate's Court or County Court)、高等法院、上訴法院，並以國

會上議院為最高上訴法院。 

英國為世界第五大貿易國，其工業所需之大部分原料亦需仰賴

進口，對外貿易倚存度甚高。為數眾多的英國銀行、保險公司及金

融機構均提供全球性服務，使倫敦成為世界主要金融中心。

英 國 於 1 9 9 8 年 提 出 資 訊 時 代 政 府 （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g e 

Government）的願景，致力成為現代化、有效率的政府。1999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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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發展電子化政府( E-Government )，以2004年為目標，期望所有

政府服務全部上線，其中包括將所有政府機關的文件檔案全面電

子化，完成無縫隙電子化流程(seamless flow)的目標（何祖鳳，民

95）。推動迄今，英國在全球電子化政府評比中始終名列前矛，

2010年位居第4（UN，2010）。在文書檔案管理電子化方面，亦

居世界領導地位，其相關政策，自2005年後漸朝向非強制性的協

商機制推動，相關內容將於下節敘述。

英國政府公文檔案的政策與執行係由國家檔案局(TNA)主管，

為促進政府機關文件紀錄的管理與應用，及因應愈來愈多原生電子

形式紀錄的產生，英國國家檔案局頒布許多標準與規範，並建置相

關系統發展電子檔案紀錄之管理。

二、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TNA)13 

英國國家檔案局概況    

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隸屬法務

部，員工623人(TNA, 2010)，負責管理政府各類資訊，並協

助各公務部門持續提昇與建構此領域之專業能力。目前典藏

英格蘭、威爾斯與英國超過1,000年的政府紀錄並開放民眾

取用。由於數位科技的發展，政府資訊的管理與保存日益複

雜，資訊創造、儲存及分享的方法也持續變革，如何提出最

正確有效的管理與應用策略，成為TNA重大的挑戰之一。

英國國家檔案局於2003-2006年間整併了四個不同的政

府資訊管理機關，並改為現在名稱，以因應數位世界的發

展，整合管理及保存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英國政府資訊。四

個整併機關為：

13 本節係依2010年7月7日訪問TNA數位保存組組長Tim Collins及7月5日訪問HATTI團隊

的內容，結合其提供之資料與網站相關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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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紀錄辦公室(Public Record Office)

係依1838年的公共紀錄法 (Public Record Office Act) 

設立的國家檔案管理機關，負責保存英國政府主要的公共

紀錄，並提供研究者使用。 

2. 歷史手稿皇家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Historical 

Manuscripts)

係1869年在皇家御用保證（Royal Warrant）下設立，

負責蒐集及確認具有歷史價值的手稿與私人文書。

3. 英國皇家文具辦公室（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於1786年設立，擁有1889年以後所有國會通過法案

的皇家版權及政府出版品管理權。

4. 公共部門資訊辦公室（Offic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2005年依循歐盟的指導而設立，負責提昇由公共部

門產生與蒐集資訊的再利用。

整併後的TNA成為一個匯集英國政府資訊創造、管理與

保存專家的中心，兼具輔導250個政府機關與公共部門的職

責，協助政府機關人員更有效地管理與運用政府資訊，TNA

並印製保護歷史檔案紀錄的相關指引，提供政府機關人員參

考。

整併後的TNA內部組織亦進行重整，由執行長（Chief 

Executive）統籌TNA局務，最新的組織架構區分六處如下，

各處下再依業務權責區分數組（TNA, 2011）：

1. 資訊政策與服務處(Information Policy and Services)

2. 業務運作與服務處(Operations and Services)

3. 財務與績效處(Finance and Performance)

4. 技術處(Technology)

5. 顧客及業務發展處(Customer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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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力資源與組織發展處(Human Resources and Organisational 

Development)

本次實地拜會的數位保存組，係隸屬技術處之下。

TNA為自己設定的目標為：

1. 引導及改善政府資訊之管理。

2. 保證今日的資訊能為明日存活。

3. 將歷史帶入每個人的生活。

而為達成上述目標，TNA致力於下列事項：

1. 建立標準並提供指引，協助政府及更廣泛定義的公共部門

儘可能有效地管理及使用重要的資訊。

2. 管理政府出版品之皇家版權。

3. 出版所有英國的法律。

4. 提昇公共部門資訊的再利用，規範各個產生與蒐集資訊的

公共部門組織相關資訊交易活動。

5. 保存與保護溯及超過1,000年世界上最大館藏之一的公共

紀錄。

6. 協助大眾、研究者與所有年齡層的學生探索國家的歷史與

他們的祖先。

7. 透過標準的發展、典藏庫的監測與提供專家指引，協助英

國各公共與私人檔案館有效管理檔案，支援更廣泛的檔案

部門。

TNA於2010年提出2010-2011的5大優先策略，分別

為：(TNA, 2010)

1. 引導變革：透過變革與新科技提高效率，引導卓越服務。

2. 連結線上與實地的顧客經驗：建立二者為世界最佳。

3. 強化與主要夥伴的關係：分享經驗，建立雙向溝通管道。

4. 建構可以激發我們所有人實現潛能的一種文化：透過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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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隊與傳統，提昇人員的潛能與專業，提供更好與更豐

富的服務。

5. 透過生命週期捍衛資訊管理的投資：透過跨組織的合作，

推動新科技與新工具的運用，迎接新挑戰，保護無價的資

產。

從這些積極的政策可以看出整併後的英國國家檔案局除

政府檔案紀錄、私人手稿外，職掌更擴及政府資訊與政府

出版品的管理，管轄更加多元而富挑戰性，故揭示以變革引

導、兼顧實體與線上服務、強化夥伴關係、激發團隊潛能與

推動新科技作為最優先的策略。

TNA目前已擁有超過1千1百萬筆的政府紀錄，從1806

年英國國王頒布的土地調查清冊（Domesday Book）到現代

的政府文件與數位檔案，館藏涵蓋紙質、羊皮、電子紀錄、

網站、照片、海報、地圖、畫作等。一般而言，具有永久保

存價值的政府紀錄在屆滿30年時應移轉至TNA，而因資訊自

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關係，很多政府紀錄

會提前移轉。

TNA在網站服務方面亦持續追求新意，目前除官方網

站以外，另以不同網址建置一個網路實驗室(The National 

Archives Labs，http://labs.nationalarchives.gov.uk/wordpress/

index.php/about/ )，包括Blog、Twitter、Comments與Useful 

links等功能，嘗試以與使用者即時互動的方式，讓使用者參

與新的即時服務模式，瞭解使用者的看法與評論意見，並隨

時依使用者建議，修正調整此實驗室的網站功能，俟相關

功能測試完成，才會整體修正至TNA的官方網路服務模式。

TNA此項作法為新的嘗試，可繼續觀察其可能引動的效果。

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情形



�0 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之管理

英國國家檔案局於2000年開始推動電子文件紀錄管

理，並曾頒布電子紀錄組織政策(Corporate Policy on Electronic 

Records, CPER)及永續電子紀錄(Sustainable Electronic Records, 

SER)，作為政府文件與紀錄管理的標準與策略。CPER內容

涵蓋架構、執行、技術、保存、登錄歸檔、存取、安全及稽

核等層面之政策(TNA, 2000)；SER則係協助機關建立一個

能確保電子紀錄適當維護與取用的策略計畫，並要求英國所

有政府機關在2004年以前，應將產生的紀錄全部以電子方

式儲存及提供檢索(TNA, 2001)。TNA當時並提供一個經過

驗證的系統模組，鼓勵機關使用，但當時多數系統功能係以

紙本管理模式(paper model)思考，而非轉化為數位化管理模

式(digital-model)思考，致相關推動結果並不理想。如依該政

策規劃時程，所有政府機關理想上應於2004年已成功完成

電子文件管理之運作機制，但事實不然14。目前TNA在推動

電子文件管理(EDM)的角色及方式上有所調整，主要以公布

規範為主，採取協商與建議的方式推動，不直接涉入各機關

EDM的實務並強制推動。

TNA在網路上公布的文件紀錄管理規範非常多元，包括

適用政府機關紀錄管理指南、資訊與紀錄工具、協助機關進

行紀錄管理實務自我評鑑之規定以及審選與清理等。其中有

關電子紀錄管理的規範，涵蓋如何進行電子紀錄的政策、電

子紀錄清查工具、電子紀錄清查鑑定、電子紀錄維護與保存

策略、網站與區域網路電子紀錄管理工具組合、業務分類表

設計、電子郵件管理政策指引等，內容豐富多元，且設計許

多檢查表(checklist)供機關自我檢視是否符合相關規範。相

關電子紀錄管理的規範包括：（TNA-ERM網頁） 

14 TNA Tim Collins於受訪時表示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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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業務分類表(Business classification scheme [File plan] design)

2. 保管政策(Custodial policy)

3. 數位連續體：確保數位連續體的好處(Digital continuity: an 

overview of the benefits of ensuring digital continuity)

4. 數位連續體：ICT服務契約中資訊資產登錄指引(Digital 

continuity: draft guidance on the Information Asset Register 

in ICT services contractsb)

5. 數位連續體：數位老化風險的S IRO 15指引(D i g i t a l 

continuity: SIRO guidance on the risk of digital obsolesence) 

6. 職員人事紀錄保存年限(Employee personnel records retention 

schedule)

7. 匯出與匯入手冊(Export and import manual)

8. 發展電子郵件管理政策指引(Guidelines on developing a 

policy for managing email) 

9. 資料格式辨識如何支援資訊管理(How  f i l e  f o rm a t 

identification support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10. 保持紀錄以符合組織需求(Keeping records to meet corporate 

requirements - guide 4 to section 46 code) 

11. 政府機制改變：紀錄、資訊與知識移轉指引(Machinery 

of Government changes: guidance on transfer of records,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12. 管理數位連續體(Managing digital continuity) 

13. 如何在沒有電子紀錄管理系統下管理數位紀錄(Managing 

digital records without an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system )

14. 詮釋資料對應清單(Pre-Test Script Metadata Mapping 

15 SIRO指Senior Information Risk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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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sheets)

15. 紀錄管理政策(Records management policy - guide 3 to 

section 46 code ) 

16. 風險評估與降低風險策略的發展(Risk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tigation strategies)

17. 永續電子紀錄：維護與保存策略(Sustainable electronic 

records: strategies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preservation) 

18. 電子紀錄管理系統評估計畫的未來(The future of the ERM 

Systems Evaluation Programme )

19. 電子紀錄清查鑑定工具(Toolkit for appraising the inventory 

of electronic records) 

20. 何謂紀錄管理？(What is records management? - guide 1 to 

section 46 code)

從上述規範中，可以發現有關「數位連續體」的規範

包含上述編號3，4，5，12計4項，經查其頒布日期皆介於

2009-2010年間，係英國國家檔案局從2007年開始進行數

位連續體計畫(Digital continuity project)的成果，也是TNA近

年來推動有關電子文件紀錄的重要計畫。此項計畫列在TNA 

2010-2011年五大策略之中的工作重點，要求機關重視電子

紀錄的保存，確保政府數位資訊在其需用期間內皆可保持可

用性，引導機關將數位連續體之管理區分為下列4個步驟：

（TNA, 2010）

1. 行動計畫(Plan for action)

協助機關建立目標，確認須與誰一起工作及如何進行

跨機關的數位連續體管理。包括四項計畫內容如圖3-2，

分別是：

由資深資訊風險擁有者(SIRO, Senior Information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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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指定負責人(SRO, Senior Responsible Owner)。

建立數位連續體的範圍與優先順序。

由資訊技術(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資訊管理

(IM, Informaton Management)、資訊安全(IA, Information 

Assurance)與管理變革專家組成小組，協助管理數位連

續體。

確定從個人到全機關所有相關資訊技術、資訊管理、資

訊存取與業務變革功能之管理人員，皆清楚了解數位連

續體與每個人在此議題探討的角色。

2. 定義數位連續體需求(Define your digital continuity 

requirements)

協助機關透過了解組織資訊資產、組織價值及技術

與資訊環境特性，定義機關對數位連續體的需求。如圖

3-3。

3. 評估及管理數位連續體風險(Assess and manage risks to 

digital continuity)

協助機關透過正確的監督與風險管理結構、指定數位

連續體風險管理責任、評估目前的風險等級，以管理數位

連續體持續消失的風險。如圖3-4。

4. 維護數位連續體(Maintain digital continuity)

解釋如何將組織推動業務與策略過程中鑲嵌的數位連

續體，持續維護資訊的可用性。如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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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評估及管理數位連續體風險圖3-5：維護數位連續體

圖3-2：行動計畫 圖3-3：定義數位連續體需求

(資料來源：TNA網站)

在此過程中，步驟二定義數位連續體需求時，須考量業

務需求、技術環境與資訊資產的相互支援區塊，區分需要與

不需要的資訊，建立相互關係如圖3-6，而中間重疊區塊，

即為數位連續體，機關應確認其具備三項特性：

1. 完整性(complete)：確保每一項所需的事項及內容完整存

在。

2. 可得性(available)：確保可以找到所需資訊。

3. 可用性(usable)：確保資訊可依業務需要被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國家檔案局定義的數位連續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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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沒有如我國在電子檔案三項管理目標16中所強調的真

實性(authenticity)，相關原因須另行深入了解。

 圖3-6：確認數位連續體的範圍

(資料來源：TNA網站)

為順利推動數位連續體計畫，TNA因此訂定上述相關規

範，並提供相關風險評估服務，採用2010年5月TNA發行的

最新版本DROID 5(Digital Record Object Identification)檔案工

具，用以擷取電子檔案紀錄並協助確認格式是否符合如TNA

所採用的PRONOM格式要求等；協助機關確認所保管的資

訊是否存在風險。DROID 5為開放性軟體，免費提供下載使

用。

TNA數位連續體計畫的相關步驟著重計畫、確認、評估

與維護的概念，與前章歐盟PLANETS計畫所揭櫫目的與工作

重點相當類似。

16 我國電子檔案管應達成的3項目標為真實性(authenticity)、完整性(integrity)與可及性

(accessibility)。(詳見99年版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第9-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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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A針對各機關紀錄管理提供多種服務，網站並列有機

關服務專區，其中與電子檔案紀錄相關者主要包括：

1. 格式確認

如上述由TNA發展的免費工具DROID，用來協助機關

辨識電子檔案格式、軟體產品與相關資訊技術元件，以及

其他文化、歷史或具業務價值數位物件等電子紀錄長期存

取的問題。

2. 管理紀錄

為電子紀錄移轉需要，TNA特別建置數位儲存移轉系

統(digital repository transfer system)，雖未要求機關在移轉

前增加任何資訊技術事項，但要求機關必須妥善保存電子

紀錄至屆滿30年後，進行線上移轉。同時亦協助機關驗證

部門內的資訊管理標準，提供電子紀錄管理的諮詢服務。

英國政府檔案，包括實體檔案與電子檔案，於屆滿30年後應

辦理移轉(只有可開放的才移轉)，移轉之資料相關格式須符合TNA

的規範，如要求詮釋資料須符合規範且應隨同移轉。TNA認為電

子檔案的價值鑑定基本理論與實體檔案相同，故目前並未針對電

子檔案另行訂定鑑定規範。政府機關線上移轉電子檔案時採用雜

湊 (hash) 安全機制，TNA沒有要求機關使用數位簽章或數位憑證，

但要求機關須確認傳輸過程(transaction and transit)的安全，並接受

機關電子檔案的原始格式。TNA目前還在進行電子檔案格式規範的

修正，將納入微軟辦公室軟體格式(word, excel等)、PDF、TIFF、

CAD(computer-aided design)等常用格式。

TNA數位保存組組長TIM Collins於受訪時表示，經數位化的國

家檔案，TNA原則將其視為原件的替代品(surrogate)，不另做長期

保存的特別處理，因為數位化格式是TNA評估後所選定的穩定格

式，且檔案實體原件仍在，就成本效益而言，認為不用太費力思考



第三章　歐洲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現況 ��

這些數位化檔案長期保存的問題。且TNA在近年來檔案數位化政策

運作穩定後，已不再採用微縮作為複製方式，以免過於耗費管理成

本。數位化檔案如有任何問題時，TNA係直接從檔案原件尋求解決

與替代方案。對TNA而言，不管是紙本或是數位化檔案，都是用一

樣的管理策略和理念(one collection in two forms)管理檔案。

TNA是PLANETS的成員，主要負責研究個人電腦文件的保存

問題、與德國科隆大學合作發展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相關技術、發

展PRONOM及與德色拉資訊公司(Tesella)合作相關系統研究設計。

PLANETS計畫結束後，TNA目前暫無參與接續的OPF開放基金會的

規劃，主要考量現有經費預算不足以投資長期保存的議題，只能夠

先投注於目前TNA所面對的優先課題。而除了PLANETS外，在長期

保存議題上，TNA過去還參與Preserved 2, Inspect、與UDFR(Unified 

Digital Formats Registry)等計畫。TNA目前仍是數位保存聯盟(DPC)

的一員，係屬協助模式，由於DPC為非營利性質，TNA指派兩名正

職人員參與，透過DPC會員間的協助與分享，持續關注數位保存問

題。

Collins組長並表示，TNA以過去的處理經驗為基礎，正嘗試尋

找各種不同媒體(media)保存問題的解決方法，但迄今尚未成功，已

啟動內部整合機制，期產生更好的方案。Collins個人認為，檔案主

管機關不一定要這麼早就決定哪一種格式最好，因為科技是持續變

動的，也不應以紙本模式(paper model)思考電子檔案的管理，強調

各機關因職掌權責所在，應該較TNA更應該關心自己文件的效力問

題，國家檔案主管機關只能更切實際的去擷取真實的紀錄(capture 

the real records)。也許將來E化世界更關切的是人們互動的軌跡類型

(patterm)而非只是內容(content)。認為紙本與電子紀錄本質不同，

並無對錯，新的資料要套用新的模型(new model for new data)，以

彈性、切實、效益平衡的觀念推動相關政策，才是務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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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A期望後續一年左右的時間(即2011年之後)可以展現一些較為具

體的成果，目前尚無正式而可以公開的文件。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HATTI在受訪時亦極認可TNA所定頒的電子

文件與電子紀錄相關規範，但認為TNA因機關層級太低，雖要求政

府機關遵循相關規定處理電子紀錄，但並無太多機關給予正面回

應，此項觀點與Collins的看法頗為相似。HATTI評論英國政府目前

在日常業務紀錄(routine business transaction)中，已有很多原生形式

的電子檔案，但認為並未管理得很好，部分機關採用MoReq 2，但

多屬中型機關。有很多機關則採用美國的EDM標準(DOD5015)。由

於數位簽章在法定效力仍不被認可，對內容、簽章、時戳等的運用

建議仍應慎重為宜。至於電子文件頁面的呈現，認為應考量文件本

身最終是否需要印出，再決定是否將其置放於同一頁實體檔案的必

要，相關資訊應以詮釋資料做為輔助與補強。

三、蘇格蘭政府資訊服務處(Information Services, The Scottish 

Government)

蘇格蘭政府資訊服務處負責蘇格蘭政府的資訊管理、網路分享

與出版品管理等政策，適用範圍為蘇格蘭的公共機構。

就受訪的處長Ben Plouviez 表示17，目前政府機關已有公務文件

採用線上簽核之機制，但尚無相關標準作為系統認證依據，要求政

府機關電子文件辦畢後皆須歸檔，但沒有採用數位簽章，係由系統

自動從電子郵件中擷取詮釋資料。文件簽核過程並未處理真實性等

問題，依據鑑定原則，約只有1%--2%會移轉至蘇格蘭國家檔案館，

目前尚未有電子檔案移轉經驗。未來如有電子形式紀錄須移轉至蘇

格蘭國家檔案館，原則上規劃依各機關原來的電子檔案形式直接擷

17 2010年7月2日拜訪蘇格蘭政府資訊服務處長Ben Plouviez (Head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The Scottish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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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再依相關處理程序規範，驗證移轉前的版本。

蘇格蘭政府相當關注節能減碳問題，但政府資訊服務處不認

為公務文件強制採線上簽核的作法確實可行，也不認為公文採

行線上簽核等同於節能減碳。認為電子檔案的風險未必比紙本

低，二者在本質上具有不同的信賴與認證機制(different trust and 

Authentication)。

總體而言，蘇格蘭政府機關的電子文件管理系統(EDMS, 

Electronic documents Management Systems)、電子紀錄管理系統

(ERMS,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Systems)與內容管理系統(CMS,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s)尚未融合的很好，也沒有特別的顧客

關係管理系統(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只有極少

數機關使用部分上述系統。目前正在尋求前述EDMS、ERMS與CMS

三種系統的整合，且規劃採用開放性檔案資訊系統(OAIS)的架構進

行。

至於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問題，目前尚無相關規範，如有需

求，會傾向採取定期檢視的方式處理。不會將全部紀錄轉成電子形

式，也沒有計畫合併紙本與電子兩種系統，目前未處理歷史性的紀

錄，但是新的系統可以查詢過去的紙本記錄。政府機關在公文辦畢

三個月內的文件紀錄較常被使用，較早的文件紀錄很少被使用，故

認為很容易銜接新舊媒體紀錄的問題，認為目前尚無必要特別花費

成本，處理傳統與電子形式整合的問題。

蘇格蘭政府機關的電子文件紀錄大都為微軟辦公室軟體格式，

總量約在5 terabytes(TB)左右，蘇格蘭政府每年約投資英磅2-6萬元 

(約新台幣100-300萬元)在電子文件及電子紀錄管理需求上。相關

系統以使用者付費方式提供給政府機關使用，大型機關會自己發展

系統，尚無建置標準，透過協調模式，儘量達成系統的互通性。

蘇格蘭政府中幾乎每個機關都有紀錄管理人員(records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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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技術不足是共通的問題，大都透過與學校或商業機構合作培

訓的方式，提升紀錄管理人員的知能。目前採用ISO15489做為政

府機關檔案管理的標準，另自行發展適用蘇格蘭的詮釋資料紀錄描

述標準。

政府資訊管理處Plouviez處長認為，MoReq2規格過於複雜(over 

specified)，故並未在蘇格蘭政府機關推動，較期待後續MoReq2010

計畫的發展結果。

四、蘇格蘭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cotland, NAS)

蘇格蘭國家檔案館NAS直接隸屬蘇格蘭政府，其館長由不管部

部長兼任。電子化公務文件紀錄及檔案管理政策，原則皆由政府資

訊服務處負責，並由其提供NAS經費。由於NAS館長的政務身分，

政府資訊服務處在實務上不便干預太多。

NAS目前有三個館舍，其中兩個位於市區，皆提供閱覽服務，

中間隔著公園，步行約十五分鐘，其中總館(General Register House)

所在地含行政總部，主要存放家譜、族譜以及個人由出生、結婚至

死亡的家庭歷史紀錄，來館使用者也以研究此類紀錄為主，館藏數

位化工作皆在行政總部進行；另外西館(West Register House)係由教

堂整修而成，主要功能為儲存檔案、公共閱覽研究及辦理檔案展

示。另一館舍較遠，靠近機場，是為典藏目的而建造的檔案儲存場

所，不對外開放。

NAS尚未完成所有館藏目錄的電子化，故部分檔案還須仰賴卡

片目錄及紙本目錄；每年移轉機關的檔案約佔蘇格蘭政府機關產出

檔案的1%或2%，必須經過鑑定程序才能辦理移轉，移轉後NAS會重

新進行分類及編目。

目前檔案數位化政策以家譜、族譜及家庭歷史為優先，因為使

用者需求最為殷切，過去曾以微縮影片作為複製檔案的儲存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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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年來全部以數位化檔案取代，NAS受訪人員18也認為館藏中仍

留有紙本及其他媒材的實體檔案，沒必要再將數位化檔案轉製為微

縮影片，如產生保存問題，可直接由紙本再行複製，此看法與TNA

頗為相似。數位化的做法絕大多數採用數位攝影機(因家譜、族譜

大多是大型裝訂紙本)，而非使用平台式掃描器。大型平台掃描器

用來處理單張的地圖、工程圖或珍貴檔案等。

目前數位影像檔案系統與對人民開放之目錄查詢系統尚未整

合，民眾須先至目錄查詢系統查得目錄編號後，再轉換至檔案影像

系統線上調閱。

NAS對閱覽家譜、族譜或家庭歷史紀錄檔案的使用者收取費

用，一天10英鎊(約新台幣500元)，亦可另以小時計費；但如申請

閱覽政府機關之檔案則不收費。至複製檔案則另依收費標準，依實

際數量計費。

蘇格蘭國家檔案館對電子檔案的管理方式，皆依蘇格蘭政府資

訊服務處的規範及參考TNA的規範處理。

第三節　德國電子文件及電子檔案管理現況

一、德國概況（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簡稱德國)，

官方語言為德語，首都位於柏林(Berlin)，面積357,092平方公里，

位於歐洲心臟地帶，東鄰波蘭、捷克，西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及法國，南界瑞士、奧地利，北至丹麥及波羅的海。德國人口約

8,200萬人，人民信仰以天主教、新教為主。德國為歐盟會員國，

採歐元(Euro)幣制，依歐盟一致對外政策，與歐盟國家及美國關係

18 2010年7月2日拜訪蘇格蘭國家檔案館館藏發展處處長David Brown (Head of Collections 

Development Branch)、數位存取經理Grayham Mount (Digital Access Manager)及紀錄經

理與資料維護師John Simmons (Records Manager and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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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英、法四強依據柏林協定分別佔

領德國，並分別成立監督理事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不久，由於蘇

俄與西方三強形成對峙，導致佔領區聯合行政計畫無法實現，西方

三強之佔領區遂成立統一經濟區，於1949年5月間制頒基本法，成

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統一前簡稱為西德〉。同年10月間，蘇俄佔

領區亦宣布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東德〉。東西德對峙

長達50年之久，至1989年柏林圍牆為德國人民所推倒，東德並於

1990年依據西德基本法第23條，加盟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平達

成「德國統一」。 

德國政府制度屬聯邦\內閣制。國會分為聯邦參議院及聯邦眾

議院。聯邦眾議院(即通稱之國會)為德國主要之立法機關，其組成

方式係由全國299個選區中選出299位直接當選人，另各政黨依其

政黨得票比例分配另299位席次，總計選出598位當選人，另加上

「超額當選人」。德國司法權則由聯邦憲法法院、各聯邦法院及各

邦法院分別行使。 

二、德國內政部(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

德國政府文書管理政策由內政部負責，在檔案管理方面則尊重

聯邦檔案局的規範與做法。目前德國政府在電子文件管理(EDM)及

電子紀錄管理(ERM)的策略與處理程序方面，已頒布及推動相關規

範19如下：

MoReq

就歐洲層次而言，MoReq的原始目的在便於歐盟成員國

彼此間文件的交換與溝通，目前亦已涵蓋文件管理與檔案議

19 因行程安排關係，本研究實地參訪行程未含位於德國柏林的內政部，故於參訪前，透

過我國外交部駐德代表處蔣憶萍小姐先將本研究之詢問問題傳送德國內政部並代為說

明聯繫，本節內容係依據德國內政部提供之書面意見及資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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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由於此規範適用歐洲，故也被應用在德國。

DOMEA concept

1999年德國聯邦政府機構KBSt(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ordinationand Advisory Agency for IT in the Federal 

A dm i n i s t r a t i o n )曾出版無紙辦公室概念，即DOMEA 

concept(Document Management and Electronic Archiving in 

Electronic Courses of Business)，續於2005年以組織概念為

主，強化聯邦、邦聯及地方政府層級使用的角度，重新出版

DOMEA Concept: Organisational concept 2.0供各界參考。內容

包括行政運作的基本原則、業務的主體及應用情境，建立正

確的電子文件紀錄管理、電子流程管理及文件儲存的觀念與

做法，是目前德國最被廣泛接受與使用的基本指引。

聯邦部會共同業務規範(GGO, the Joint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Federal Ministries)

此規範是為了聯邦機關間交流與合作所制定，係須聯邦

機關共同遵守的聯合處理規則。內容包括各機關內部的組織

原則、組織架構、業務與管理實務、合作(包括政府機關間

的合作、與上議院、下議院的合作、聯邦憲法法院開議前、

與其他組織如地方政府、歐盟、國外與第三方的合作等)、

立法等規範，相關章節中規範各機關應提供電子化工作流

程、建立電子文件管理系統，並鼓勵部會間合作建立以資訊

科技為基礎的交流平台。

聯邦部會文件紀錄處理與管理指南(Directive on the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of records(files and documents in Federal 

Ministries)

此指南係依據前述GGO規範而訂定的補充規定，可視為

文件從登錄歸檔、分類編案、管理、清理到銷毀或移轉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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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作業過程指引，以確保正確而經濟地處理與管理相關紀

錄。除了傳統及以紙質為主的處理過程，尚包括電腦處理的

方法及電子文件紀錄的管理。內容涵蓋文字規定與使用的表

格。而從此一指引亦了解，德國政府設有聯邦紀錄辦公室

(Federal Records Office)，先行移轉接收各部會的檔案紀錄，

並辦理鑑定，以決定檔案後續之銷毀或移轉至聯邦檔案館。

XDOMEA

德國政府配合DOMEA概念，另發展XDOMEA，作為電

子文件的交換標準，為XML資料格式，以加強不同軟體系

統間的互通性。而聯邦資訊安全辦公室(Federal Office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BSI)也提供資訊安全的指引。內容涵蓋

電子文件長期保存與電子簽章的相關議題。

技術工具

德國聯邦檔案局已發展多種電子紀錄與電子檔案管理的

技術工具，以協助各機關瞭解及趕上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發展

的相關議題。

就電子文件紀錄管理而言，德國最重要的規範為DOMEA，係

以文件生命週期的觀點，建構有別於傳統紙本管理的不同階段處理

程序，儲存互通於長期保存的系統中，包括：

第一階段：產生新的檔案

組合文件、紀錄與檔案，涵蓋詮釋資料。

第二階段：紀錄與文件清理的歸檔動作

當文件辦理完畢，進行歸檔的同時，應同時紀錄清理的期限。

第三階段：移轉至電子資產歸檔處

當移轉年限屆期，相關紀錄與文件自動移轉至電子檔案資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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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處(Electronic Legacy Filing Department, ELFD)，系統將啟動一連串

處理程序，以確保檔案可長期讀取並檢視相關紀錄與文件的可接受

性。而檔案保存在ELFD期間亦將持續進行格式轉置、電子簽章更

新及轉移至較安全的儲存媒體。

第四階段：分離及以檔案認證的替代程序

為了使電子檔案的長期管理較易進行，當儲存時間到期，電子

檔案必須以新的檔案認證(archiving authority)替代，以授權ELFD進

行長期存取與修改更新詮釋資料的內容。

各階段相關程序示意圖如圖3-7。德國對於電子文件與傳統文

件已於DOMEA文件中規範複合(hybrid)的做法，利用紙本文件的詮

釋資料連結其檔案實體的卷號及電子紀錄，並以電子形式結合管理

二種媒體，確保能及時並完整支援機關業務的運作，也可以隨時從

紙本管理改為電子形式管理而不用更改檔案資料的結構。其資料結

構如圖3-8。

德國生命週期觀點的複合式檔案管理作法，不僅以文件紀錄

的行政時效及現行、半現行與非現行文書（薛理桂，2004）觀點

考量，而以現行(active)與被動(passive)二階段銜接專責的檔案館

(Responsible Archives)開放階段，在過程中融入不同媒體整合儲存及

管理權限移轉的觀念，在儲存期與移轉期重疊期間，並增加電子檔

案資產管理處管理與維護電子檔案，賦予檔案轉置與描述等權責，

使具永久保存價值之電子檔案具備長期保存的特質，頗具電子檔案

時代新意，值得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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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adquarters of the Federal Archives in 

Kobletz, Das Bundesarchiv,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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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德國DOMEA電子檔案生命週期示意圖

（資料來源：KBSt(2005), DOMEA Concept: Organizational Concept 2.0, p. 78.）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Federal Archives in 

Kobletz, Das Bundesarchiv,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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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St(�00�),

�-�
KBSt(�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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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德國電子紀錄與傳統紀錄複合管理之檔案結構

（資料來源：KBSt(2005), DOMEA Concept: Organizational Concept 2.0, 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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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國聯邦檔案局(The Headquarters of the Federal Archives in 

Kobletz, 德文為Das Bundesarchiv, 簡稱DB )20 

德國聯邦檔案局概況（DB網站）

德國聯邦檔案局(DB)的歷史沿革可追溯至1919年於

波茲坦(Potsdam )成立的帝國檔案館(The Reich Archives)。

1952年因國會通過法案，於柯布倫茲(Koblenz)成立聯邦檔案

館，隸屬內政部。幾經變遷，1961年進駐科布倫茲的高層

樓建築，1986年重新遷入目前聯邦檔案局總部所在地的柯

布倫茲新建檔案大樓 ，1998年改隸總理府的文化與媒體部

(Culture and Media Ministry)。

德國聯邦檔案法全稱為：聯邦檔案文件保存與使

用法(Law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Use of Federal Archival 

Documents, 德文為Bundesarchivgesetz - BArchG)，於1988年

頒布，最近一次修正為2005年9月。1993年德國依檔案法另

行頒定人民使用檔案之權利與使用類型等規則。 檔案法賦

予DB很大職權，可以獨立行使職權。每年預算約5億6千萬

歐元(約新台幣224億元)，工作人員總計約800多人。

DB提供知識、研究原始資源、鼓勵一般人民對歷史的了

解，是一個兼具對一般大眾提供服務、研究與行政的組織，

徵集相關檔案，提供德國近代與現代歷史的證據與事證，開

放給所有人民使用。

DB主要任務為維護德國聯邦共和國及其前身：德

意志邦聯、德意志帝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the German 

20 2010年7月27日拜會德國聯邦檔案局DB，由局長prof. Dr. Hartmut Weber親自接待，

並與負責數位檔案的主管Dr. Andrea Hanger、負責各機關檔案管理資訊諮詢的Ms. 

Kerstin Schenke及負責國際與對外服務工作主管Dr. Sebastian Gleixner共同討論相關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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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deration, the German Reich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所產生的公務與軍事檔案，並徵集私人檔案作為補

充。

DB關注永久價值而進行紀錄保存決策，描述整理檔案，

在沒有其他相關保護法案的顧慮下提供大眾使用，亦提供使

用者相關資訊諮詢服務。DB藉由專業化的儲存與修護措施，

維護檔案與圖書館的長期保存，必要時，進行檔案重製、微

縮或數位化，以保護檔案原件。對於原生電子形式之檔案，

以維持檔案持續性及可存取性進行基礎保存。而為解除聯邦

各部會對於保管無持續使用性文件紀錄的壓力，DB提供中間

檔案館儲存該等資訊。

DB負責聯邦檔案的管理與提供應用，與地方政府的16

邦無督導關係，大都藉由每年二次的協調會議，進行業務交

流。各邦有自己的邦檔案館，並另設城市、教堂或企業之檔

案館。

DB在德國境內8個區域中設有10個分館，依部會來源、

年代(如東德、帝國時期)或媒體(如影片、照片)之區分設置

分館，由聯邦檔案局總部統籌檔案管理政策及相關業務，各

分館各自處理自己的館藏。

DB保存具有歷史與文化重要性的文件、影片、照片及視

聽資料，擁有360公里的檔案典藏量，包括約1200萬張的照

片、100萬捲影片及130萬件原生形式之電子檔案，電子檔

案最早為40年前之紀錄。1945年以前德意志時代之檔案尚

未進行數位化，聯邦檔案局總部典藏1955年迄今之聯邦政

府檔案外，尚包括230萬的書。1455- 1955年的檔案典藏在

位於柏林的檔案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位於科布倫茲(Kobletz)總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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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庫房，係於1986年完成，已啟用逾20年，是採取「自

然空調系統」最大的檔案館舍(Buchmann, 1999)，以多層次

牆面、隔熱、空氣對流等裝置及環境自動控制原理維持庫房

溫溼度21，當室外溫濕度與室內溫濕度需求一致時，電腦控

制系統才自動進行室外新鮮空氣的帶入。牆壁的品質及其隔

熱設施需視當地氣候而定。這樣的觀念與做法也被應用在德

國北部石荷(Schleswig-Holstein)及萊比錫(Sachsen)等邦之檔案

館。而聯邦檔案局正在柏林-里希特菲爾德(Berlin-lichterfelde)

興建的檔案新館，亦採用同樣原理與技術22。德國聯邦檔案

局所屬館舍採用節能庫房的設計作法，在此行參訪的其他歐

洲國家計7個國家檔案館及5個國家圖書館中，亦屬獨創。在

目前世界各國推動節能減碳的政策趨勢下，德國此種降低空

調運轉費用的做法，別具意義，值得進一步研究評估後，試

於我國規劃與推行。

而在檔案應用方面，DB亦編輯重整不同資源版本，辦理

檔案展覽與線上展示，同時以科學性出版品支援歷史研究。

也負責培訓檔案專家與其他領域的學員。

DB對未來的挑戰與目標揭示如下：

1. 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2. 鼓勵進行德國歷史的檢視，保證德國政府與行政得以的回

溯檢視。

3. 對典藏資源提供完整而快速的存取，以線上及印製查檢工

21 如科布倫茲檔案總館以49公分多孔磚、加隔氣層防止冷凝、10公分礦物纖維隔熱、

5公分間隙及花崗石門面作圍地上樓層庫房的牆面；而以17.5公分磚緩衝、30公分混

凝土、10公分隔離等進行地下樓層之牆面；每小時進行4次室內空氣循環。
22 參考Barteleit, Sebastian. Archivbau an der Schwelle zum 21. Jahrhundert des 

Bundesarchivs in Berln-Lichterfelde.一文(德文)，收錄於德國聯邦檔案局局長Dr. Hartmut 

Weber文集中。文中指出柏林新館的牆由內而外為30公分鋼筋混凝土、16公分隔熱

層、4公分空氣層以及磚牆封住建築物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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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散佈紀錄描述的成果。

4. 持續推展相關工作，以符合資訊社會的需求。

5. 持續遵循相關國家與國際標準。

電子檔案管理情形

DB有一計畫列屬在德國電子化政府計畫內，對公文全

部採用線上簽核之方式列有相關要求，但並未強制，致實行

者很少。在政府機關中只有少數人有電子簽章，故無強制使

用，整體而言，較注重公文檔案之流程管理。

德國並未特別區分公文或文件，機關有文件紀錄管理系

統，中央政府文件紀錄管理系統採用開放檔案資訊系統模式

(OAIS model)23。檔案來源包括二種：一種由公文系統直接歸

檔，DB無法確認其是否真實，選擇相信機關。另一種由承辦

人員辦畢歸檔。DB提供聯邦政府對於紙本、電子化文件紀錄

管理的諮詢與建議。

德國資訊業界約有20幾種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由機關自

行選擇。以前DB曾辦理系統認證機制，但目前已停辦。概由

機關自行委託廠商發展系統，對需要之機關提供個別服務，

俟檔案移轉時，再另行處理系統介接問題。

聯邦政府中每個機關有1-2人負責檔案管理業務，並作

為與DB的對話窗口。由DB開設研習班辦理檔案人員的在職

訓練，以提昇人員素質，每年亦有1-2次在DB舉行業務交流

會議。

DB目前已有130萬件原生形式(born-digital)電子檔案移

轉經驗，其做法包括：

1. 規定格式，但因機關未必遵循，目前大都仍是移轉後自行

轉換所要的格式。

23 德國科隆大學Manfred Thaller教授於2010年7月26日受訪時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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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求機關先儲存在離線媒體後，再進行移轉。

3. 如有紙本，僅收紙本。

4. 用轉置(migration)作為長期保存的策略，以保持檔案的可

用性。

二德統一後，從東德移轉檔案紙本及電子檔，約計750

萬個資料集(dataset)，這些電子檔案原無法讀取，係採用轉

置方式處理。檔案轉置做法係依據當時市場軟硬體發展情

形，再將舊格式檔案轉置為選定之新格式。另亦已從各機

關20幾種系統中移轉原生形式之電子檔案，從包括ERM、

DMS、Open Text等不同資料庫中先以XML格式轉出，再全部

轉為DB系統標準格式XBArch。XBArch詮釋資料也是XML格

式，其中X表XML, B表聯邦政府, Arch表示檔案。採用METS 

(Metadata Encoding & Transmission standard)作為描述標準。

聯邦檔案法於1988立法，歷經5次修法，其中最重要的

兩次修法為因應二德統一及因應數位化。因應數位化的法律

修正案目前正進行中，目的在建立將聯邦政府還要用的檔案

先行複製至DB(經過鑑定)的法源依據。DB目前原則要求各機

關檔案屆滿30年後移轉，但電子形式檔案，期望修法將機關

仍有行政用途之重要檔案改為每年或每2年經鑑定後，先行

複製至DB。較不重要的在屆滿5年後再進行複製。其規劃作

法亦將由機關檔管人員先行判定，再提供清單續由DB進行擇

選。目前規定原生形式之電子檔案採用PDF/A格式。

德國政府紙本檔案移轉時，其目錄大都使用excel格式，

電子檔案則採XML格式，一旦移轉，不允許原機關保留原始

檔案。修法所指提前移轉的想法，係針對原生形式電子檔案

之資料庫，每年或定期複製保存，但允許原機關繼續保留運

作該資料庫。



�� 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之管理

DB對館藏之複製政策仍以微縮為主，係以保存為目的，

數位化僅限使用需求較高者，採由微縮片轉置為數位化形式

處理，使用TIFF 300 DPI格式，以便流通。整體而言，聯邦

檔案館目前大都仍以紙本館藏為主，只有小部分進行數位

化。

DB目前使用二套管理系統，分別管理紙本與電子紀錄；

使用者也須分別進行查詢，相關系統正進行整合中。德國

檔案著錄層級分為三級，由小至大分別為dokunete, Vorgang, 

Akte，類似我們區分之系列、案卷與案件層級，考量人力成

本與使用方便，DB目前主要補編中間的Vorgang層級。

第四節　瑞士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現況

一、瑞士概況（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瑞士聯邦(Swiss Confederation)國家語言有德、法、義語及羅曼

語，前3者為官方語言。首都位於伯恩(Bern)，全國面積41,284平方

公里，位於中歐阿爾卑斯山高峰中段，北鄰德國，南毗義大利，西

壤法國，人口約778萬人，人民信仰以天主教、基督教為主，以瑞

士法朗(CHF)為主要幣制。瑞士政治制度為聯邦共和制，全國區分

為3個政府層級，分別為聯邦層級(Federal level)、26個邦(Cantons)

及2,596個城市(Municipalities)。聯邦政府分設7個部，管理政府事

務，邦的自主性很高。

瑞士於13世紀建國，1798年被拿破崙所率之法軍佔領並建立

瑞士共和國(Helvetic Confederation，簡稱CH)。1803年拿破崙恢復邦

聯政體，但受法國管轄。1815年維也納會議確定瑞士獨立及永久

中立之國際地位。1874年瑞士受普奧及普法戰爭的刺激，瞭解中

央集權之利益，修改憲法，擴大聯邦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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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國會（Federal Assembly）分下議院（National Council）及

上議院（Council of State）。聯邦總統、副總統為正副元首，每年

由國會推選聯邦委員會輪流擔任。聯邦委員會（Federal Council）為

最高行政機關，委員7人分掌7部，由國會選舉，任期4年。聯邦法

院為最高司法機關，由國會選舉30名聯邦法官組成。瑞士主要政黨

多達15個。 

瑞士為永久中立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雖參加國際聯盟，但不

參加國際制裁行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瑞士未加入聯合國，但有

常駐觀察員，並加入聯合國世界勞工組織、世界衛生組織、WTO、

糧農組織等非政治性機構。晚近瑞士恐陷孤立，爰於2002年透過

全民公投通過加入聯合國，正式成為聯合國第190個會員國。2005

年瑞士舉行公投通過加入申根/都柏林公約，並於2008年生效。目

前為聯合國及其週邊組織之會員國，但尚非歐盟之成員國。

二、瑞士電子化政府辦公室(eGovernment Switzerland)24 

瑞士電子化政府的角色，係在瑞士三個政府層級間及私人企

業、民間組織與民眾間，建立更有效率的溝通與互通管道，屬於

任務編組的組織。目前電子化政府中計有45個優先方案，其中編

號B1.11係建立電子文件紀錄的國家交換標準為XML格式；另編號

B2.09的方案是以電子檔案服務(Electronic Archives Service)為優先前

題，設定的目標包括：(eGovernment Switzerland website)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服務。

為了法律理由，應從各機關行政紀錄中增加原生形式電子檔

案的歸檔管理，並確保其長期有效的保存。

為完成此目標，適當的數位檔案策略、觀念及工具是必要

24 2010年8月2日瑞士電子化政府辦公室Ms. Astrid Strahm, Programm-Monitoring至聯邦

檔案館參與會談並進行簡報及提供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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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應以合作協調的方式完成。

此計畫由電子文件長期歸檔管理協調機構(Coordination agency 

for the durable archiving of electronic documents, KOST)負責，各邦亦

應努力尋求不同資訊系統間同質性的解決方案。

三、瑞士聯邦行政處(Swiss Federal Administration)25 

瑞士文書管理政策由聯邦行政處負責，依據瑞士委員會於

2008年1月23日頒布之命令，聯邦行政處發展紀錄與程序管理系統

GEVER(Records and Process Management)計畫，與相關部門合作推動

相關工作，相關部門包括：

聯邦總理府與相關部門(Federal Chancellery and Departments)

2011年以前引進GEVER，並保證與各邦、團體與民眾保

持互通性。

聯邦總理府(Federal Chancellery)

2011年以前與相關部門及國會合作，將聯邦委員會與

聯邦議會的業務處理與跨部門運作，轉換為電子化方式。

聯邦檔案館(Federal Archives)

自2009年開始提供電子歸檔的技術基礎。

聯邦委員會代表(Federal Council Delegate)

計畫管理與工作督導。

GEVER推動之初遭遇許多困難，包括各機關使用不同的檔案分

類系統、有限的系統追蹤能力、知識與資訊傳承困難、新的工作模

式、新的管理模式須重新適應及對舊系統無法維護等；而在系統引

進機關的階段亦面臨其他的困境，如新的文化調適、龐大的工作負

荷與額外資源、對資訊科技「怪獸」計畫的害怕、業務專家與資

25 瑞士網站資料以德、法、義文為主，本節內容係依據2010年8月2日瑞士聯邦行政處

Ms. Natalie Falcone至聯邦檔案館會談時提供之簡報及相關英文資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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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技術人員的對話障礙、介面複雜不統一等問題。然而運作迄今，

GEVER仍成功引進瑞士各聯邦政府機關，聯邦行政處歸納GEVER於

引進階段的成功因素，可包括下列事項：

將GEVER定位為與政府組織相關的計畫。

將GEVER視為計畫而非巨型方案。

以管理為最優先前題。

將GEVER視為激勵的因素(如視為行政單位的目的等)。

使用一般通俗的語言作為溝通媒介。

在使用技術解決方案前，須先建立清晰的規則與組織規範。

區隔及以機關需求為基礎，引進GEVER系統。

分階段進行引進。

複製檔案及平行作業直至引進階段完成。

運用內部的專家。

提供適當的人力。

以使用者需求進行特別的培訓。

建立批評管道，以持續改善為目的。

最重要者為堅持任務，但隨時保持彈性。

這些因素考量策略層次、管理層次、心理因素、重視溝通、結

合內部專家、分階段實施、注意培訓、建立回饋機制及保持彈性機

制等不同面向，關注議題完整可行，極為關鍵且務實地指出一個政

策推動的成功要素，值得政策主管機關及推動人員深思及參考。

聯邦行政處並將持續與電子化政府推動辦公室及聯邦檔案館

相互支援合作，以達成政府公務文件紀錄與檔案全程E化的國家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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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瑞士聯邦檔案館(The Swiss Federal Archives, SFA)26

瑞士聯邦檔案館概況（SFA網站）

瑞士聯邦檔案館(SFA)係依1998年通過之聯邦檔案法

(Federal Act on Archiving, ArchA)而成立，此法明定聯邦機關

與其他公共部門或私人團體代表聯邦政府賦有對檔案管理的

義務，並明列SFA的任務與管轄權限，包括免費無限制地提

供檔案取用，同時規定30年的檔案開放年限。

SFA是聯邦政府持續性資訊管理的服務與專業中心，負

責對瑞士政府具有價值的檔案進行鑑定、安全保管、描述與

提供大眾服務的職責。其中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在提供國家活

動紀錄的長期保存，以促進紀錄得以被大眾理解並提昇施政

透明，也是確保國家責任的方式之一，是歷史研究的來源。

瑞士聯邦檔案館隸屬內政部下的文化辦公室(Culture 

Office)，是組織極為精簡的檔案館，全館計61人，依2010年

統計，58名為職員，3名為實習生。其中50%的職員為兼職

(part time)，29名為女性。86%以德語為母語，11%說法語，

3%為義大利語(SFA)。可見其語言文化的多元性。

SFA館內區分3個業務組，分別是資訊保存處(Information 

Preservation Division, IPD)、資訊取用處(Information Access 

Division, IAD)及資訊技術處(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it, 

ITU)，其他為人力處及管理支援處。

目前位於伯恩的館舍係於1980年代建造，為地上三

層、地下4層之建築，檔案庫房以夾層方式將地上3層分為6

層，已典藏約50公里的檔案，庫房已近滿載，故部分館藏寄

26 2010年8月2日拜會瑞士聯邦檔案館，與其3個業務處主管Ms. Krystyna W. Ohnesorge, 

Ms. Adelheid Jann, Mr. Peter Fleer, Stv.進行會談，並承蒙該館代為邀請行政處及電子

化政府負責人員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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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國家圖書館中。館藏以19、20世紀之紀錄為主，最早

始於1798年，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的是，家族歷史紀錄不

是SFA主要蒐藏重點，讀者主要研究興趣為軍事、外交等主

題。

SFA最感驕傲之處為瑞士各聯邦政府機關皆已依法定年

限逐年移轉檔案，且已全部完成電子目錄，目前每年只須處

理前1年的移轉量(backlogs)。檔案電子目錄在檔案移轉時須

併同移轉，SFA原則不變動其結構，而將其直接轉印為書本

式協尋工具(finding aids)，置放於閱覽室提供查詢；亦會另

將目錄轉至網際網路公布(internet catalog)，但相關內容會進

一步檢視，作必要的限制(source resisted)，不像在閱覽室中

的協尋工具一樣，未經任何檢視，全部開放查詢。移轉前之

機關檔案目錄不公布。機密檔案亦須移轉，但解密權責由各

機關負責。

SFA採用國際檔案描述標準(ISADs)，區分全宗(Fond)、

系列(series)、案(File)、件(item)4個層級進行檔案描述。現有

約5百萬案層級之紀錄。

在檔案鑑定方面採取二次鑑定機制，機關及SFA皆有責

任進行鑑定，SFA訂頒檔案鑑定規範提供各機關遵循，原則

上不分媒體形式，只問檔案價值。

目前SFA只有2個檔案修護人員，檔案維護工作通常請

民間科化公司協助，不再進行微縮片複製工作。SFA會提供

紙張、材質、容具的選項，供機關選用。

目前檔案皆儲存在SFA館舍及少部分寄存在國家圖書

館，預估10年後會產生空間容量不足問題，原規劃興建新館

舍，但因聯邦政府已決定公務文件全面e化政策，傳統實體

檔案入館會愈來愈少，故空間存放問題將適時檢討，如能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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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電子檔案長期保存之安全性，不排除未來銷毀部分國家檔

案紙本的可能性。 

SFA檔案數位化採用TIFF 300 dpi 作為保存格式，以

JPEG格式提供公眾使用，且在數位化優先順序的政策上，以

視聽資料(Audio-Video)為最優先，因為視聽媒體原件極為脆

弱；其次為珍貴及早期檔案；另為因應研究或應用需求也會

列入優先數位化的範圍。

提供民眾申請應用之檔案，只區分開放或不開放二種，

不會進行抽卷、抽頁或遮掩後提供。個人資料於文件最後產

生日屆滿50年後開放。原則每年辦理一次展覽，但因館內無

場地，故多與其他博物館合作，每年3月瑞士有博物館月，

SFA大都結合博物館於該月辦理。

SFA在2011-2015年發展策略中，提出四大發展項目：

(SFA strategy)

1. 數位檔案(Digital Archiving)

持續發展資訊科技的解決方案，以符合行政需要與技

術變革。各政府辦公室有義務將檔案透過工具、工作協

助、繼續教育及諮詢方式以滿足業務活動。這些服務也應

依需要收取費用提供給第三團體。

2. 實體檔案(Analogue Archiving)

實體檔案提供鑑定、處理、接收及整合至檔案館藏。

SFA應將實體檔案提供大眾使用，並應逐漸終止接收實體檔

案。2011年以後產生之檔案，除非有法定依據，否則不接

收紙本形式。

3. 整合資訊管理(Integr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FA將發展分類系統、組織規則與鑑定，以及GEVER

系統使用的支援。同時整合至政府完整的知識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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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現代化資訊紀錄及符合資訊自由法案單一窗口導向的

存取意旨。

4. 整合使用者服務(Integrated User Services)

將數位檔案整合協尋工具，發展建置完善的檔案線上

服務。 

由於未來幾年SFA最重要的目標為提供相關服務，協助

行政機關順利過渡至電子化行政流程，並須確保持續建構歷

史紀錄沒有任何累積移轉量壓力的優良傳統，SFA意圖透過

輔導，鼓勵行政機關重複使用檔案，而此目標與輔導重點因

著重管理層面，在目前政府資源短缺下，有可能暫時降低對

大眾的服務品質。SFA希能儘量縮短此陣痛期。

電子紀錄檔案管理現況

2008年1月間，瑞士聯邦國會要求聯邦政府行政事務至

2011年須全面完成紀錄管理電子化，且自2012年之後產生

的文件紀錄，只允許以電子形式移轉至SFA。為順利推動電

子檔案管理事項，SFA於2009年頒布數位檔案政策(Digital 

Archiving Policy)，包括相關策略、標準、格式、處理程序、

資訊安全、服務單位與發展等重點，提供機關遵循。(SFA)

目前各國發展中的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大都採

用電腦博物館(computer museum)、模擬(emulation)或轉置

(migration)3種策略，考量成本效益，SFA決定採用轉置策

略，作為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的發展核心。(Ohnesorge, 

etc., 2010)

SFA將電子檔案紀錄管理的範疇區分為電子紀錄管理

(ERM)、電子檔案的服務(service of e-archives)及資訊技術的

管理(IT management)三個業務重點，茲分別說明如下：

1. 電子紀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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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A的職責包括提供各機關紀錄管理的諮詢與控制、

徵集管理國家檔案及對政府資訊紀錄生命週期進行管理，

故訂頒及修訂相關規範以符需要。SFA規定機關電子紀錄

應提前在歸檔時即予處理，圖3-9顯示從機關紀錄管理經

鑑定及依檔案管理要求，在法定保存期限進行銷毀或移

轉，至已移轉至SFA進行電子化檔案的處理、儲存與使用

的命週期流程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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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9瑞士資訊生命週期管理

（資料來源：轉載自Ohnesorge受訪時提供之簡報檔）

SFA與聯邦行政處(Swiss Federal Administration)共同

發展紀錄及程序管理系統(Records and Process Management, 

Gever)提供各機關使用，系統具備三個主要功能：（SFA, 

GEVER）

文件流程管控(Flow Control)。

紀錄管理(Records Management)。

業務處理程序管控(Business Process control)。

27 圖3-9係自瑞士聯邦檔案館變革與保存處處長Krystyna W. Ohnesorge於2010年8月2日

拜會時提供的簡報檔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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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子檔案的服務

SFA提供各機關有關實體檔案與電子檔案之諮詢服

務，並透過基礎訓練與專題研討方式，培訓機關檔案紀錄

人員與計畫管理人員，基礎訓練期間為8天，依考試結果

授予認證；專題研討對象為計畫管理人員與團隊，課程內

容包括分類系統、組織規範、在電子紀錄與程序管理計畫

下工作及辦理相關業務。

3. 資訊技術管理

提供電子檔案管理相關工具及系統與技術諮詢等服

務。

至於各聯邦機關與SFA之間，電子紀錄移轉與管理之作

法，進一步說明如下：

1. 收錄範圍：

SFA收錄包括下列三種來源的檔案，且無論是原

生形式或數位化之檔案，皆定義為數位文件(dig i t a l 

documents)，列入收錄範圍。

關聯資料庫(Rational database)：以SIARD軟體為工具，

自機關資料庫轉出之紀錄。

紀錄管理系統(Records management system, GEVER)：從

GEVER系統轉出之紀錄。

檔案儲存區(File Repository)：從機關儲存檔案的區域轉

出之檔案。

2. 移轉格式與工具

數位檔案格式

為降低數位檔案管理之複雜度，SFA於2007年頒布

數位檔案標準格式(Archivable file formats standards for 

archiving digital records, AFFSADR)，只接受6種資料格



�� 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之管理

式(整理如表3-1)，包括非結構性內容(Text, unstructured)

的純文字格式(Plain Text)、微軟辦公室文件(Office 

Document)的PDF/A、資料表(Tables)的CSV、關聯式資料

庫(Relational Databases)的SIARD、點陣影像(Bit-mapped 

Images)的TIFF及聲音(Audio)的WAVE格式。

表3-1：SFA可接收之6種電子檔案資料格式

應用(Application) 格式(format)

非結構性內容(Text, unstructured) Plain Text

微軟辦公室文件(“Office” Document) PDF/A

資料表(Tables) CSV

關聯式資料庫(Relational Databases) SIARD

點陣影像(Bit-mapped Images0 TIFF

聲音(Audio) WAVE

資訊封包

界定3種資訊封包進行接收處理，皆須包括檔案

及詮釋資料(依ISAD(G)標準)：(SFA, digital archiving 

policy)

a. SIP(Submission Information Package)：各機關須將數位

文件依此格式，提交為檔案，示意如圖3-1028。

b. AIP(Archival Information Package)：將數位文件依此格

式儲存，一旦儲存即永久保存。

c. DIP(Dissemination Information Package)：傳送給使用

者存取之格式。

SIARD(Software Independent Archiving of Relational 

28 圖3-10至3-12亦轉載自Krystyna W. Ohnesorge所提供之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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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s)

SIARD是SFA針對關聯式資料庫轉出檔案格式所建

立的標準，並發展SIARD Suite之工具軟體提供免費下

載使用，採用XML, SQL:1999及UNICODE等國際標準格

式，支援Oracle, Microsoft SQL Server及Microsoft Acces等

資料庫格式。其運作如圖3-11所示。

�-�0: S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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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 瑞士SIP結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轉載自Ohnesorge簡報檔）

圖3-11：瑞士移轉關聯資料庫的工具示意圖

（資料來源：轉載自Ohnesorge簡報檔）

3. 移轉時間

文件最晚產生日期屆滿10年以前，應移轉至SFA；不

論是紙本或電子紀錄都不允許原機關繼續留存。

4. SFA後續管理

SFA數位檔案系統係以開放式檔案資訊系統模式

(OAIS reference model)為基礎建置，運用檔案資訊系統

(Archival Information System, AIS)、數位資訊儲存系統

(Digital Information Repository, DIR)及數位檔案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of Digital Archiving, IDA)銜接電子檔案移

轉至SFA之後之登錄(ingest)、保存(preservation)與存取

(access)的流程。應用關係圖如圖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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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瑞士SFA電子檔案管理與存取關係圖

（資料來源：轉載自Ohnesorge簡報檔）

SFA此系統係由參與PLANETS的德色拉資訊公司(Tessella)所協

助發展建置，目前已有21個檔案資料庫移轉經驗，運用上述DIR系

統自動檢視詮釋資料及檔案內容，如有發生錯誤問題才改以人工

檢視，目前SFA計有3位人員處理200多個機關的線上傳送事宜。據

SFA受訪人員表示，Tessela亦與荷蘭、奧地利、馬來西亞等國家有

合作關係，建置類似之電子文件與檔案管理系統。

瑞士此項政府紀錄全面電子化計畫，預計運作4年，所需經費

約8百萬瑞郎(約新台幣2億4千萬元)。

第五節　荷蘭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現況

一、荷蘭概況（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荷蘭王國(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官方語言為荷語，但英語

普及。首都為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中央政府所在地為海牙(The 

Hague)，國家面積 41,543平方公里，位於歐洲的西北部、萊茵河

三角洲一帶，北臨北海，與德國、比利時相接。 國土四分之一低

於海面，其中阿姆斯特丹機場低於海拔4公尺的位置。境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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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運河佔土地面積6%。人口1,658萬人，人民信仰天主教、基督

教與新教。已於1999年1月實施歐元幣制。政治制度為世襲君主立

憲制，實施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之責任。

國會分為參議院（First Chamber）及眾議院(Second Chamber)。

參議院共75席，由各省議會議員間接選舉，任期4年；眾議院共有

150席，全國直接普選並按政黨比例制產生，任期亦為4年。國王

得解散國會參、眾兩院。參、眾兩院均具有採納或否決法案及質詢

的權利，而眾議院並享有審查預算、修改法案及立法等重要權責。

荷蘭政黨眾多，歷次選舉結果皆無一黨獨大而執政之情形，聯合內

閣乃成為主流。 

內閣由總理、副總理及各部部長及國務委員（相當於我國之政

務次長）組成。中央政府設有外交、內政、經濟、財政、基礎建

設、司法、國防、教育、社會、移民、衛生、總務等13部。司法機

關為法院。

荷蘭政府區分3級，分別是聯邦政府(state government)、省級政

府(provincial government)與地區政府(local government)，各級政府各

自獨立，自主性高，自行負責推動相關政策，也會視國家政策情形

選擇適合自己轄區的部分配合執行。有關政府資訊的管理政策是由

內政及國家關係部負責。

二、荷蘭內政及王國關係部資訊及紀錄管理處（Information and 

Records Managemen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Kingdom 

Relations, Netherlands）29 

荷蘭聯邦政府由13個部會組成，部會自主性很高。約自1985

年開始普遍使用電腦，2005-2006年間發現各機關約有800公里

29 2010年7月21日除了拜會內政及王國關係部資訊與紀錄管理處Kato K.R. Vierbergen-

Schuit外，並同時與主管檔案館與博物館文件管理合作統籌事宜的健康、福利與運動

部資訊策略處Madeleine A.M. Laqueur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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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業務資訊(Business information)紀錄尚未整理，稱之為積壓量

(Backlog)，要求各機關於2009年先完成1945-1975年間的檔案紀錄

登錄建檔(register)，以準備移轉至國家檔案館。數位化政策亦將優

先處理此積壓800公里的紙本檔案。目前政府尚無電子檔案長期保

存的執行經驗，財政困難與成本效益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荷蘭文書檔案管理政策係由內政與王國關係部主管，2007年

政府提出有序資訊方案(Information in good order)，目的即在處理紙

本文件與數位時代新挑戰的資訊管理工作負荷。此計畫方案由內政

與王國關係部、文化部等13個部會及荷蘭國家檔案館共同參與。為

使政府機關的資訊管理工作有序，設定三項前題：

1. 互動與開放

政府應確保資料的可信、真實與完整，並保證新舊資

訊可檢索、可存取及可互相交換。

2. 整合方式

無論由哪一個組織管理或服務，資訊需隨時隨地具可

得性。

3. 法律一致性

政府資訊法與檔案法賦予人們使用資訊的權利，無論

人民選擇哪一個法律，應確保以整合的方式提供民眾使

用，以確保即時性與歷史性的資訊得以長期管理與存取。

為確保這些前題得以實現，荷蘭政府設定八個行動線(Line of 

action)，分別由不同的組織部門負責，此八個行動線分別為：

1. 國家行政活動的數位化及一般性與數位化資訊基礎線

(baseline)的決定。

2. 稽核、檢視及監督引進的基礎線。

3. 在不同參與的機關間促進組織合作與知識分享。

4. 使紙本至數位的轉換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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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出公共紀錄鑑定的新方法。

6. 處理1996年以前的紙本與數位紀錄。

7. 如何在數位時代中永續管理與維護數位資訊。

8. 修訂相關法律規範，使這些行動線可以執行。

荷蘭政府中與資訊管理相關的法令規範(regulation)原有60個，

依據上述行動線，定義其中11個為最重要的法規，作為機關遵

循的基礎線，範圍包括資訊安全、個人隱私、公眾存取、版權、

電子互動、檔案法及依ISO15489(資訊、文件與紀錄管理規範)、

ISO23081(紀錄管理原則)、ISO2082(紀錄管理之軟體需求規範)翻譯

的荷版NEN-ISO-15489、NEN-ISO-23081 、NEN-ISO-2082等，而在

這些翻譯的國際標準中，MoReq規範也被同時整合。PDF/A為荷蘭

政府電子文件紀錄儲存與輸出的標準。

2009年荷蘭政府內閣要求每一個部會必須依據這些基礎規

範，於2015年以前，統整中央政府行政資訊與政策的數位化。法

規標準化是第一步工作，以確保互通性。部分基礎線處理詮釋資

料的問題，希望能確保各機關與國家檔案館的電子文件紀錄系統

E-depot間可以交換，促使整個紀錄處理過程完整而安全，目前係以

系統自動驗證方式，確保相關詮釋資料能便利民眾取用，相關前導

系統測試中。

荷蘭政府規劃於2020年完成電子文件紀錄管理的相關變革，

並預定於2015年完成上述計畫，將涵蓋三個面向：

1. 工作流程(workflow)。

2. 文件/紀錄管理(documents/records management)。

3. 檔案長期保存(long-term preservation)，整合處理13個部會

間不同的資訊系統。

荷蘭政府的每個部會皆設有資訊長(CIOs, Chief of Information 

Officers)，主要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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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訊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

2. 資訊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

3. 資訊監督(information governors)。

13個部會的資訊長中，有一個為國家層級的資訊長，即內政部

資訊與紀錄管理處處長，負責統籌各部會資訊相關業務，但各資訊

長仍很有自主性，難以強制各機關採用相同的文件管理系統(DMS, 

Documents Management System)。

荷蘭另有解決爭議的國際中心ICDR(Internation Centre for Dispute 

Resolution)，提供有關文件至電子郵件的管理規定，效力高於資訊

長，決定荷蘭政府資訊的最高政策。

事實上，荷蘭有關電子文件紀錄的政策，目前只在完成法規標

準化與政策探討階段。由於文件紀錄的有效性問題及長期保存問

題，政府與國家檔案館等相關機構的關係愈來愈密切，未來在上、

下游紀錄間期規劃系列性連貫作業，甚至可能結合國家檔案館成

立新的組織，採用雲端技術成立國家級集中式電子文件紀錄管理中

心，於電子文件歸檔時即納入國家層級的資訊中心集中管理。下圖

3-13為荷蘭內政部Kato於受訪時，手繪未來荷蘭政府電子紀錄集中

管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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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荷蘭電子文件紀錄集中發展概念示意圖

（資料來源：2010年7月21日荷蘭內政部Kato受訪時手繪）

三、荷蘭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Netherlands, 

NAN)

荷蘭國家檔案館概況（NAN網站）

荷蘭國家檔案館(Nationaal Archief)設立於1802年，是研

究荷蘭歷史與文化的國家級領導中心。由於身為國家的記

憶，不只管理政府施政紀錄，同時徵集管理私人檔案，以提

供大眾使用。全館計180人，區分5個業務部門。

荷蘭檔案館一直到1995年檔案法(Archives Act)公布，始

具有法定正式地位，依法為國家層級機關移轉檔案的集中典

藏處，亦即，無論是現在或過去具有足以涵蓋荷蘭國家功能

的機構，都應移轉檔案至國家檔案館，特別是國家高等議會

(the High Councils of State)、女王內閣(the Queen's Cabinet)及

各部會(the ministries)。

荷蘭有關公共紀錄的管理權責仍持續發展中，由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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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紀錄屬於文化資產的一環，事屬教育、文化與科學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cience)的權責，分由2個機

關負責政策監督與業務執行：

1. 公 共 紀 錄 督 察 室 ( P u b l i c  R e c o r d s  I n s p e c t o r a t e , 

Rijksarchiefinspectie)：係直屬教育、文化與科學部的監督

機關，負責監督中央政府機關是否遵循檔案法。

2. 國 家 檔 案 機 關 （ N a t i o n a l  A r c h i v e s  A g e n c y , 

Rijksarchiefdienst）：原由中央的局長、一個政策局和

十二個省檔案館組成。為國家檔案館的前身，州檔案總

館也是成員之一。隨著區域歷史中心(Regional History 

Centres, RHCs)的形成，省檔案館已陸續獨立，國家檔案機

關將以局長為首，繼續存在至這些過程完成，並以二個機

關扮演協調角色，分別是：

政策局(Policy Bureau, Beleidsbureau)：主要任務在提供政

策形成與財務問題之支援。

國家檔案館（Nationaal Archief）：未來將成為唯一的國

家級檔案館，成為知識中心，並提供RHCs有關檔案電

腦化、保存維護與管理的實用技能。

為達成紀錄管理與應用任務，荷蘭國家檔案館提出五項

原則：

1. 在檔案內涵及質量上，NA的館藏須維持國家層級的重要

性，至少應提供有關國家行政與政治主體、與其相關的人

們與組織、及其相關政策的資訊。

2. 在NA的專家應具有足夠的素質，以正確管理館藏並從中

萃取資訊。

3. NA期望與其他檔案相關的機構及關心國家文化資產的組

織結盟，並扮演領導角色。



第三章　歐洲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現況 �0�

4. NA同樣期許自己在檔案相關機構中扮演國家與國際間的

聯繫點。

5. NA希望在檔案政策中扮演領導角色，並協助國家秘書總

處(the State Secretary)有效運作。

荷蘭國家檔案館是荷蘭最大的公共檔案館，蒐集近

1,000年的荷蘭歷史紀錄，館藏約93公里，主要來自於中

央政府、南荷省、前荷蘭縣（The Province of Zuid-Holland 

and the former County of Holland）及私人企業與個人的檔

案紀錄。蒐藏提供1811年迄今之家庭歷史紀錄，包括民

事登記、教會與市民登記及其他如軍事清單等來源。館藏

1691-1791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珍貴紀錄。

NA目前在開放應用方面，主要遵循檔案法(Archives 

Law)與政府資訊法(Freedom of Government Law)二個法案，政

府資訊法因無主管機關，所以由各部會自行決定如何執行，

致引發相當多爭議。目前規定文件紀錄20年移轉，最長不超

過75年開放，但75年屬例外狀況適用，否則易引起民眾的

質疑。另個人資料原則至110年開放，但仍須經家屬同意。

各機關機密檔案未解密前不進行移轉。也進行與教育或教學

的支援合作，如提供12-16歲的課程教學支援(“Quest” for 

Youth people)，目前傾向提供內容及素材給大眾使用，也捐

贈照片提供維基百科使用，每年辦理檔案日活動(“Archive 

Day” event)。

電子檔案管理情形

荷蘭國家檔案館將數位文化資產區分為三種類型：

1. 數位資產(Digital heritage)：即原生形式之電子紀錄或數位

相機拍攝之照片等電子檔案。

2. 數位化資產(Digitised heritage)：指原非數位形式但經過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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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程序複製之檔案，如掃描後的文件與照片等。

3. 有關資產描述的數位資訊(Digital information about 

heritage)：可能是圖示、文字或二者兼具，可能來自於資

料庫。

前二種類型為真正的數位檔案，數位資訊則包括我們習

稱的詮釋資料，協助檔案檢索與管理，三者同等重要。

荷蘭國家檔案館預定在2013年時，國家檔案將包括實

體檔案與數位檔案，庫房中的傳統媒體(如紙張、羊皮紙、

影片等)與電子檔案，將安全及專業地分別以實體及數位形

式儲存，且得快速地以其原有形式提供取用。為達此目標，

NA提出六項願景：

1. 守護、散佈及增加一般大眾對館藏的知識。

2. 從有序資訊到資訊開放。

3. 建立數位政府平台。

4. 提供實地服務與線上服務。

5. 強化國家及國際檔案世界的知識功能。

6. 為私人企業檔案服務建立新結構。

故而，對荷蘭國家檔案館而言，目前業務發展重點為：

1. 處理各機關檔案積壓(Backlogs)的問題

各機關有義務將結案20年後的檔案辦理移轉，但因

目前每個機關都有積壓現象，政府故於2005-2008年間提

出PWAA計畫，已成功地將1975年以前的檔案整理與移轉

完成。目前預估從1975年迄今，仍約有800公里待整理及

待移轉的檔案，已另提出一個新計畫，稱為Information op 

orde(即有序的資訊，information in order)，希能降低積壓

量，重新組織兼具紙本與電子紀錄的政府資訊管理。

2. 電子資訊紀錄(e-information/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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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子紀錄快速成長，對這些紀錄的保存、管理與

提供取用已形成巨大挑戰，必須一方面能促使政府儘早

釋出資訊給民眾使用，且能引導民眾至這些大量成長的資

訊。由於數位資訊極為脆弱，必須進行檢測。

3. 公眾取用與資訊自由

民眾期待透過網際網路可以取用全部的政府資訊，恐

無法等待20年的移轉年限，公眾取用政府資訊成為主要的

政治議題，正在討論電子紀錄是否降低移轉年限至8年。

電子紀錄的發展對NA的政策具有重大影響，使得NA需

針對積壓檔案及數位資訊提出新的擇選方法，將實體服務與

線上服務視為同等重要，並將E-depot系統放在國家級的衡量

標準。

就電子檔案而言，NA關注重點較偏向對外服務部分，

而非機關內部運作部分，但其實相關政策都還在討論中，尚

無一個廣泛共用的系統，目前內部的文件管理系統還是由上

級機關教育文化科學部所指定。

政府資訊管理政策係由內政及國家關係部負責，但因涉

及數位內容未來長期保存的問題，NA近年來涉入較多，也

對內政部文件紀錄管理決策發揮實質的影響力，尤其在相關

標準、格式或詮釋資料的決定上。如目前規定原生形式之電

子紀錄採用PDF/A，數位化格式以TIFF做為保存、以JPEG作

為流通，其他媒體亦有相關規定格式。

作為國家檔案的最後儲存地，NA正在發展一個數位內

容的管理系統(digital depot)，其中一項規格要求為須符合

MoReq規範及其他規範如荷版NEN-ISO 2082等。Digital depot

系統功能包括下列幾項：

1. 登錄建檔(In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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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機關自己會關照資料的真實性，由移轉機關負全

責。

法規要求政府機關需採用開放性格式進行移轉。

移轉資料需依NA之規定，具有詮釋資料描述。

移轉之際會進行技術面的評估與偵測，如checksum的功

能，以確保移轉過程沒有資料遺失。

2. 保存維護

正在研議中，可能採取轉置(m i g r a t o n )與模擬

(emulation)的組合策略。前者目的在透過轉置，轉為目前

可透過網際網路使用的格式；後者只用在特殊需求，如將

早期Word Process檔進行模擬，以解讀其內容等，原始檔

必須同時保存。另對目前數位儲存系統內的電子檔，進行

外部機構定期而正式的評估，以確保電子紀錄的安全。

3. 應用

實體檔案與電子檔案的管理，在邏輯層次上是複合的

(hybrid)，使用者沒有必要知道實體與電子的差異。

荷蘭NA是PLANETS的一員，負責數個子計畫，如負責

模擬技術的研究，並發展Dioscuri的模擬工具；發展測試平

台；參與保存計畫的建構；參與個人電腦辨識碼的發展等。

此外，亦積極參與其他國際計畫，如InterPares等。

對荷蘭國內而言，NA充分與相關部會或省級政府合

作，希望成為國家的電子紀錄中心(National e-depot center)，

目前正在討論建構相關基礎設施中，但尚未獲得政府的同

意。預計還需 5-6年時間，未來也可能成立新的組織，負責

各政府機關文件紀錄的中心，儲存詮釋資料與數位內容。

NA認為未來仍有幾項重大挑戰，例如如何管理電子檔

案資訊、國家電子紀錄記憶的可能喪失、實體檔案儲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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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資訊使用權、民眾對知的權益的爭論、部分正式擷

取的電子紀錄已消失、個人隱私與資訊自由相關議題對檔案

應用的影響等。顯示各國所面臨的電子資訊環境、電子紀

錄、資訊自由化及伴隨而來的個人隱私等問題，在荷蘭亦已

形成龐大的壓力。

第六節　比利時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現況

一、比利時概況（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比利時王國(Kingdom of Belgium)，主要語言為荷語、法語及德

語，並有3個文化體。首都布魯塞爾（Brussels），面積約32,545平

方公里，位處西歐中部，北部及東北部與荷蘭為鄰、東與德國、東

南與盧森堡接壤、南與法國交界、西部與英國隔海相望，位於歐洲

大陸重要交通樞紐地區，人口 約1,096萬人，人民信仰主要為天主

教。採歐元幣制。為君主立憲/聯邦內閣制國家。

比利時自第9世紀至第18世紀間，先後歷經不同王朝之統治。

1792年奧地利與法國作戰失敗，改隸法國，1799年開始採用拿破

崙法典、貨幣及度量衡，並進行相關制度改革，沿用迄今。1815

年拿破崙滑鐵盧戰敗後，比利時併入荷蘭，1830年獨立建國。聯

邦議會職權由參、眾兩院共同行使，惟眾議院具最後決定權。聯邦

政府採責任內閣制，向聯邦議會負責。由於國內政黨林立，無法有

一黨囊括過半數選票，故比利時向以聯合政府執政。總理由國會多

數黨領袖推舉，經國會同意後任命。比利時自1970年以後，所有

政黨均一分為二，分屬法語及荷語政黨，不再有全國性政黨。 

比利時南北社會分歧由來已久，北部佛拉芒區主要語言為荷

語，南部瓦龍區主要語言為法語，布魯塞爾為雙語區。由於佛拉芒

區與瓦龍區使用語言及文化各不相同，且近年來佛拉芒區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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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超過瓦龍區，故佛拉芒區要求更多自治權，甚至獨立之呼聲

始終不絕，部分比利時政治人物對此言論甚為憂心，惟在歐盟整合

之架構下，一般民眾則堅信，在比利時政治傳統中的容忍及妥協精

神，應終能為比利時政治及社會之和諧，尋求適切的解決之道。 

比利時為歐盟創始會員國之一，遵循歐盟之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與世界各主要國家均維持良好關係，計有177國於比京設使

館，另連同各國駐歐盟、北約之使團共達約285使館(團處)。

二、比利時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 of Belgium)30 

比利時國家檔案局概況

比利時國家檔案局隸屬聯邦科學政策辦公室(Federal 

Science Policy Office, BELSPO)，為聯邦科學性機構之一，

主要職責在確保政府機關產生與管理之文件檔案能被正確

地保存，對各政府機關檔案管理事務負有監督、輔導與培

訓職責，扮演檔案維護處所建構與準備的諮詢機關，也是

在政府授權下的檔案管理官方組織。頒訂檔案管理規範提

供各機關遵循，包括檔案保存與鑑選指引(Directive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election of archives)與資訊手冊與推薦資料( 

Information broch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國家檔案局移轉保存來自法庭、審裁處、公共機構與公

證人員超過30年的檔案，並徵集私人企業、團體、學會、家

庭、個人對國家社會具有重要價值的珍貴文件紀錄，確保公

共檔案依據檔案標準進行移轉，並兼顧個人隱私而便捷地提

供民眾應用。

比利時國家檔案局館舍成立特色為一區一館(Archives in 

30 本節參考2010年7月16日拜會比利時國家檔案局局長Dr. Claude de Moreau de Gerbehaye

及相關同仁訪談內容及有限之英文資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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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ion)，目前在布魯塞爾設立國家級總館，負責徵集移

轉中央政府機關之檔案，另有18個分館分設於各州(state)，

負責徵集移轉各州及地方之檔案，透過契約方式徵集私人文

件。許多館舍係利用舊有建築整建，2006年起陸續興建以

典藏及開放應用檔案為目的的新館，如位於Mons, Louvain-

la-Neuve與Tourai三個地方之檔案館即是，都甚具規模，且以

現代化的建築及設施提供服務。

國家檔案局與各區域分館的分工為：

1. 總局(館)：負責比利時全國檔案與紀錄管理的政策，典藏

中央政府的檔案並開放使用。集中處理總館與地方分館的

檔案修護與數位化工作。

2. 分館：移轉典藏各地方政府的檔案，並各自負責館藏檔案

的描述、保存及開放使用工作。

比利時僅在檔案總館設置修護與數位化設備，依政策的

優先順序，集中處理總館及分館的檔案修護、數位化與複製

工作。因政府人事精簡政策，目前僅有兩位正職人員負責檔

案修護，但與學校合作，讓學校實習生協助處理。

比利時國家檔案局與所屬分館，總計員工250人，館藏

超過240公里，如包括所設圖書館的藏書，則有357公里，

最早館藏可溯及12世紀，蒐藏的章戳印模(seal moulds)量為

世界第二大，並包括過去重要憲章，形成比利時重要的館藏

特色。

國家檔案局成立之目的在確保各級政府機關產生之檔案

可以正確保存，對政府公共紀錄具有監督權，對政府檔案

之銷毀具有最權威的決策權限。目前依2009年修正之檔案

法，開放超過100年的檔案紀錄(包括個人資料)，檔案紀錄

一旦開放，就表示全文提供閱覽，不處理內容抽離或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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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流通亦不受限制。實務上，很多檔案大都在屆滿五十年

後才從對應之政府層級進行移轉。

比利時檔案法係於1955年頒布，目前正在進行修正，

並已經國會通過，但新法施行日期尚待頒定。新法規定檔案

屆滿30年即應開放，並強制要求聯邦及州(省)級機關將超過

30年的紀錄移轉至檔案館，於總館及18個分館提供取用服

務。對於未滿30年及屬於鄉鎮等地方行政區(communes)與公

共機構之檔案則無強制徵集權。其新法執行關係如表3-2。

由於從原來的100年開放年限驟降至30年之重大改變，對各

機關造成極大衝擊，政府仍在審慎思考如何因應。另外，有

關中央與地方集中管理的比利時國家檔案運作體系，亦將規

劃修改為分散體制，將國家檔案局(總館)改為聯邦檔案館，

讓地方自行管理州立檔案館，以尊重地方權限，是比利時未

來國家檔案管理體系的重大變革。

表3-2：比利時未來中央及地方政府檔案移轉之法定義務

政府層級/移轉規定 未滿30年之檔案 超過30年之檔案

聯邦及州(省)級政府 可能移轉至國家檔案館體系 強制移轉至國家檔案館體系

鄉鎮區與公共機構 可能移轉至國家檔案館體系 可能移轉至國家檔案館體系

比利時國家檔案局自許為國家歷史與檔案資訊的知識中心，由

於屬性為科學機構，特別強調科學性的研究工作包括檔案科學、文

件保存以及機構與服務產生紀錄的歷史等，並期望擴展這些知識至

廣大的群眾。

在檔案推廣服務工作方面，總館定期辦理檔案展覽，並出版檔

案指引、檔案歷史研究與機關指南等，期與服務對象建立溝通管

道，並擴展檔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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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紀錄檔案管理現況

比利時國家檔案局檔案數位化工作，係自行購置相關機

器設備，由同仁自行操作處理各類不同大小檔案的數位化，

已約完成全部館藏的1%，未來希望能達到10%的目標，數位

化格式採高解析度的JPEG400。檔案微縮複製工作未因數位

化而停止。

檔案總館並建置數位檔案管理系統提供所有分館共同

使用，稱為ABS-Archeion，並提供民眾透過網際網路查詢檢

索。

具體而言，比利時在電子檔案紀錄的管理上仍偏向將實

體檔案進行數位化的工作，並有部分長期保存的想法，但尚

未實行，對於原生形式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如何銜接及未來

如何整合長期保存與長期取用的問題，尚未有任何正式文件

或具體規劃。

第七節　愛爾蘭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現況

一、愛爾蘭概況（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愛爾蘭共和國(Republic of Ireland)，主要語言為英語及愛爾蘭

蓋爾語。首都都柏林(Dublin)，面積70,282平方公里，位於西歐島

國，與英國隔愛爾蘭海遙望，人口約416萬人，主要宗教為天主教

(Roman Catholicism)。以歐元為幣制，政治制度屬內閣制。

愛爾蘭人為克爾特族(Celts)，中世紀時在愛爾蘭島建國。12世

紀，全愛爾蘭島併入英國，經多次反抗，1921年英國承認愛爾蘭

島南部二十六郡成立之愛爾蘭自由邦(The Irish Free State)，但保留

現愛爾蘭島北部六郡。愛爾蘭因對英條約之意見不合而陷入內戰，

傷亡無數。1923年雙方握手言和，1937年愛爾蘭憲法改制為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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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體制，確立三權分立，總統民選及國會兩院制度。1998年簽署

耶穌受難日協議，放棄對北愛爾蘭六郡之憲法主張。 

國會分參眾兩院，眾議院(Dail Eireann)議員為166席，由全國

42個選區直接選舉選出；參議院(Seanad)有議員60名，其中11名由

總理指派，其餘49名由地方議員及職業團體代表間接選出，在國會

運作中扮演輔助性角色。由於參院性質特殊，往往成為落選眾議員

及職業團體代表暫時歇腳之處。 

愛爾蘭政府實際掌握政權者為內閣總理(Taoiseach)，依照憲法

規定，總理係由國會在大選之後經過全體眾議員表決而選出，實際

上多由國會大選中獲得最多席次之政黨黨魁出任，惟倘選票分配過

於平均，亦曾發生數個少數黨組成聯合政府，獲得最多席次之大黨

反成為反對黨之前例。內閣部長悉由總理任命並經國會通過，憲法

規定政府最多設立15個部會，為應實際需要，愛爾蘭政府依據職

權並視國家發展需要而設立由政府全額補助之獨立行政機構，例如

IDA、Enterprise Ireland。司法機關為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理提請總

統任命。

愛爾蘭主要經濟動力來自於外國投資，尤其美國產業基於愛爾

蘭的公司稅低於其他歐盟國家、教育品質佳、語言便利及美愛兩國

血緣文化相連等因素，紛紛前往愛國投資設廠或設立歐洲地區營運

中心。歐盟過去對愛爾蘭一貫的支援協助及愛爾蘭重視國民教育，

亦為今日經濟奠定良好基礎。愛爾蘭目前人工嚴重短缺、基本公共

建設遠落後於經濟發展之需要、高通貨膨脹率及首都地區住屋不敷

所需等無法立即獲得改善等問題，可能成為愛國愛爾蘭經濟進一步

成長的絆腳石。 

愛爾蘭外交政策以加強與世界主要國家之政治、經貿與文化關

係為宗旨，並對落後及戰亂地區提供各項經濟與人道援助。愛爾蘭

在全球59個國家設有大使館，對外工作重點置於歐盟與美國，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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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推動亞洲策略，與日本、中國及東協國家關係益趨密切友好。為

歐盟會員國之一。

二、愛爾蘭財政部科技政策司管理與組織發展中心(CMOD, Center 

for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Technology 

Policy Division, Ministry of Finance, Ireland)31 

愛爾蘭財政部科技政策司管理與組織發展中心(CMOD)負責愛

爾蘭電子化政府的發展與文書管理政策，目前關注的重點在對人民

服務項目的電子化，對電子文件或電子檔案的管理政策尚非業務重

點。且因文化、法律及人民習慣等因素綜合考量，CMOD並不認為

公文線上簽核有其急迫性，各機關通常以電子郵件作為緊急聯繫及

傳送文件的管道，但如屬公務文件，則必須依規定印出紙本進行陳

核，如有需要數位化，在成為檔案後再以掃描方式處理。所以，目

前在愛爾蘭政府機關裡並沒有有關原生形式電子文件或電子檔案管

理的計畫或議題。

再者，愛爾蘭連國民身分證都沒有，亦即全國並無任何有關國

民身分的辨識證明，只有所謂的公共服務卡(public service card)，所

以認為很難在愛爾蘭政府或其國內推動電子憑證或電子簽章機制。

目前政府機關大概只有社會福利部的部分業務，有採用公文線上簽

核傳送機制，但屬機關內部的個案，尚無推動政策。另外，總理會

在部會首長會議中，要求部長們對某些議案表示意見，為求時效，

提供一個封閉的線上傳送系統，但因常屬私密案件，此項系統只限

部會首長使用。

由於公務文件運作方式如此，有關電子檔案管理問題原則仍界

定在進行數位化後的長期保存問題，故屬於國家檔案館之職掌範

31 2010年6月30拜會愛爾蘭財政部所屬電子化政府政策中心Mr. Tedgh O’Leary and Mr. 

Enda Ho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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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

CMOD曾出版一系列指導政府機關業務運作的文件規範，與紀

錄管理有關者有二種，分別是「老規則仍然是好規則：紀錄管理指

南(Old Rules are still Good Rules: Record Management Guidelines) 」，

以及「簡明的紀錄管理：工作領域的基礎(record Management in a 

nutshell(basics for a work area)) 」。前者對電子文件其實列有相關

規定，茲摘要說明如下：

1. 電子紀錄的基本管理：

凡儲存於電子媒體之紀錄皆稱為電子紀錄。

電子紀錄應賦予有意義的名稱以反映其內容，並儲存與

個人儲存區或分享區。但屬公務紀錄不得存放於電子郵

件區或其他個人的儲存媒體，必須印出並置於官方檔案

中。

公務人員須經常性維護電子紀錄的最新與最完整版本，

必要時應移動存放電子紀錄的資料夾，並重新適當命

名。

2. 紙本與電子紀錄複合存在

許多公務環境中同時存在紙本與電子紀錄形式，公務

人員應確保其使用的可得性，包括：

印出電子紀錄儲存於紙本檔案中。

掃描紙本檔案儲存於電腦目錄。

在紙本檔案註記電腦目錄位置及電子紀錄格式做為參

考。

在電腦目錄中註記紙本檔案位置作為參考。

3. 電子檔案

愛爾蘭尚無電子紀錄保存標準，國家檔案館正在發展電

子紀錄移轉與維護的相關標準與規範。在此之前，各機



第三章　歐洲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現況 ���

關在更換系統軟硬體時，應注意以轉置方式，確保傳承

紀錄的完整性。

機關亦可選擇更新(refresh)方式進行，將電子紀錄重新

儲存至新媒體。

或者將電子紀錄以PDF格式儲存。

這些規範呼應CMOD的看法，愛爾蘭在公務文件的處理上，仍

以較安全的紙本為主，但對個人日常業務的公務運作，則允許紙本

與電子紀錄同時存在，要求以相互註記的方式參照，尚無規範採用

線上簽核方式，進行原生電子形式公務文件的擷取與管理。

三、愛爾蘭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Ireland, NAI)32 

愛爾蘭國家檔案館概況（NAI網站）

愛爾蘭國家檔案館具有愛爾蘭國家文化與智慧生命的重

要地位，蒐藏現代愛爾蘭國家歷史變革與創造國家特性的紀

錄，確保這些檔案紀錄安全保存並適切整理，以方便大眾取

用。由於館藏涵蓋愛爾蘭的所有內容，透過基本原始資源素

材的提供，讓人民了解形塑愛爾蘭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

力量，具有龐大的研究潛力。亦可協助研究者了解政府政策

並強化對政府檔案資產的更多使用。

愛爾蘭國家檔案館設立於1988年，替代原於1702年設

立的國家文件室(the State Paper Office)與1867年設立的愛

爾蘭公共紀錄室(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of Ireland)的功能。

前者為儲存不同上議院官員(即英國君主派在愛爾蘭的代

表，Lords Lieutenant, the English monarch's representative in 

Ireland)的行政紀錄，位於都柏林城堡直到1990年這些英國

32 2010年6月28日拜會愛爾蘭國家檔案館館長Mr. David Craig及徵集處處長Mr. Tom 

Quin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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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離開時，相關紀錄也被一併帶走。後者座落於4個法院

聯合地點，依愛爾蘭公共紀錄法(Public Records (Ireland) Act)

而成立，徵集已屆20年的行政、法院與遺囑認證紀錄，但內

戰期間，4個法院及紀錄典藏建築於1922年毀於一場大火，

大多數的紀錄，包括13世紀以前的紀錄皆一起焚毀。

隨著1922年現代愛爾蘭政府建立，公共紀錄室與國家

文件室持續其功能至1986年國家檔案法(National Archives 

Act)頒布，這2個辦公室的功能及館藏才移轉至新成立的國

家檔案館。依據檔案法，各政府機關及其所屬機關之檔案紀

錄屆滿30年後，須移轉至國家檔案館。1989年政府指定位

於都柏林的館舍作為國家檔案館之用，1992年移入現址。

愛爾蘭國家檔案法原指定國家檔案的行政權責給總理

(Taoiseach)，幾經變革，於2010年改隸至現名為觀光、文化

及運動部(Department of Tourism, Culture and Sport)，但總理

府對於某些特定機關的特定紀錄保存年限仍具一定功能。總

體而言，愛爾蘭政府中與檔案事務有關的機關計有三個：

1. 財政部(Minister for Finance)：依1986年檔案法之授權，

頒定相關法規，要求各機關正確管理及保存檔案紀錄。依

1997年資訊自由法，頒定法規，提供一般公務機關管理

及維護紀錄。

2. 環境、資產及地方政府部(Minister for the Environment, 

Heritage and Local Government)：依據2001年地方政府法

(Local Government Act)之規定，環境資產及地方部得提供

地方政府有關區域紀錄與區域檔案的諮詢與指引。

3. 通訊、能源及自然資源部(Minister for Communications,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在1996年港口法(Harbours 

Act)的授權下，通訊、能源及自然資源部須提供諮詢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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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協助港口公司及機關有關其紀錄與檔案的管理。

愛爾蘭於1987年依檔案法設立國家檔案諮詢委員會(The 

National Archives Advisory Council)，協助上述3個法案授權

的部會了解其對國家檔案館的職責，並運用其職權影響及確

保檔案妥善保存並提供大眾使用。

依據檔案法，愛爾蘭國家檔案館具有下列功能：

1. 保存、修護、整理及描述檔案。

2. 準備檔案指南、清單、索引與其他的協查工具。

3. 促進檔案的可得性，以便大眾查閱。

4. 製作及提供檔案複製品。

5. 出版與檔案相關之出版品、協查工具及其他資料。

6. 提供與檔案相關之教育服務。

為達成其設立功能，愛爾蘭國家檔案館組織區分為4個

業務單位，包括檔案儲存與保存組、閱覽服務組、紀錄徵集

與描述組、特別計畫組，全館計有工作人員40餘人。除要求

各政府機關依法於檔案屆滿30年後進行移轉外，對各機關檔

案之銷毀亦具有最終的決定權。

除了徵集管理官方紀錄外，愛爾蘭國家檔案館亦蒐藏19

世紀的教會結婚與死亡登記紀錄，並依法徵集私人檔案。另

指定二處典藏場所儲存地理調查資料及國防部與國防軍隊的

檔案紀錄。

國家檔案館只徵集移轉各機關認為可以開放大眾使用的

檔案，任何機密檔案都保存於紀錄產生之政府機關，解密之

後才進行移轉。移轉檔案前，國家檔案館先賦予國家檔案的

編號，並提供無酸檔案盒，要求各機關依規定整理及標示後

才移轉至檔案館。檔案儲存區採密集式書架，仍使用舊式灑

水式消防系統。主要典藏紙本、大型工程圖、建築圖、捲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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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並珍藏早期之羊皮書。

移轉至國家檔案館的國家檔案不會重新分類，但是會重

新編目。採用ISAD著錄規則，使用ADLIB詮釋資料格式，以

微軟辦公室軟體的檔案格式建檔，正在處理轉入資料庫的工

作，以便開放至網際網路提供查詢。查詢工具主要仍為書本

式及卡片式的目錄，閱覽室保有非常早期的紙本式目錄(如

罪犯名冊等)提供查詢。

使用者運用檔案須先申請閱覽證，申請處並有檔案人員

輪值，提供檔案諮詢服務，設有結合儲物櫃、衣帽間及咖啡

區的專屬空間，使用者入館前須先將個人物品留置此空間。

閱覽室提供檔案紙本原件及微縮片閱覽及複製，設有族譜、

家譜專區，蒐集提供有關家(族)譜的出版品及研究資料，並

提供專家諮詢服務。每天約有100人次至檔案館使用檔案。

檔案展覽限於空間，較著重網路展示，每年皆定期製作檔案

複製品至各郡巡迴展出。

電子檔案管理情形

愛爾蘭國家檔案館已接收極小部分的個人電子紀錄並保

存於電子紀錄單位(The Electronic Records Unit, EDU)，致力

於徵集、管理、長期保存及存取從電子系統中產生的紀錄。

EDU與政府機關及國家檔案館本身的紀錄徵集、檔案儲存與

保存組合作密切，期確保相關國際標準與最佳實務可以被應

用在電子紀錄上。這些行動的目的，在確保愛爾蘭數位資產

的安全、促進責任制及確保後代子孫可以取用國家數位資

產。

但事實上，愛爾蘭國家檔案館的電子檔案管理政策仍屬

於發展階段，須接受前述財政部CMOD的資訊技術協助與指

導。愛爾蘭國家檔案館是歐盟DLM的成員，關注PLANETS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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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q的發展，但是尚未參與及採用，主要原因在於財政部

的政策方向與是否支持。

2009年9月間國家檔案館同仁Micheal ‘O Conaire曾針

對數位檔案保存的議題提出計畫，向上級機關爭取預算，內

容包括建立數位檔案計畫的目的、發展數位檔案計畫業務案

例、建立系統、培訓、建立程序及政策等重點，計畫中並呼

籲應修正檔案法將電子紀錄之移轉提前於文件產生後5年進

行鑑定，及早判定是否為國家檔案。該計畫建議愛爾蘭應儘

早就數位檔案啟動相關計畫、目前在此議題上的技能落差需

要補強、呼籲提供足夠資源建立及維護相關系統。

然而，誠如前述，電子文件與紀錄目前不是愛爾蘭政府的施政

重點，所以，O Conaire先生的報告內容，截至目前為止，仍屬內部

參考文件，尚未形成相關具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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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我國國家概況（行政院新聞局網站）

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創建於西元1912年，是亞洲第一

個民主共和國。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轄有臺灣、澎

湖、金門、馬祖、東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等地，有效管轄

土地面積約36,191平方公里。位於亞洲大陸東南方、太平洋西岸東

亞島弧間，北臨日本、琉球群島，南接菲律賓。

中華民國住民以漢人為最大族群，約占總人口98%，其他2%則

包括分為14族的臺灣原住民及來自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全國人口

約2,314萬人。官方語言為華語，其他主要語言為台語(閩南語)、

客家話、原住民各族族語，主要宗教為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

教及回教。

依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中央政府體制具有內閣制與總統制混

合的性質，1980年代末中華民國經歷了民主化的過程，中華民國

憲法也在1990年代初另訂增修條文，之後經過7次的修改，形成偏

向總統制的雙首長制。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副總統自第9任起，

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總統、副總統任期4

年。總統依據憲法行使職權，設總統府。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外代

表國家，統率全國陸海空軍，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宣布戒

嚴、任免文武官員、授與榮典、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

權，以及行使締結條約及宣戰、媾和之權。

中央政府設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5院，分別行使職



��0 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之管理

權。88年制定「地方制度法」，為整體規範地方制度的基本法律，

地方政府區分省政府、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層級。

我國電子化政府之推動，係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

稱行政院研考會)負責，從1998年推動迄今已逾10年，期間完成政

府網路基礎建設與政府網路應用推廣等計畫，對提升政府施政效率

及為民服務品質，已有相當成果，屢獲國際組織評比的注意與肯

定。2010年邁入第三階段「優質網路社會發展計畫(97-100年) 」

最後執行年，推動行動通訊（M化）及隨手可得（U化）應用，協

助實現網路一體的電子化政府，相關計畫列屬「國家資訊通信發展

方案」之下。目前正規劃第四階段計畫中（行政院研考會網站）。

由於電子化政務的推動，我國各政府機關在日常業務中產生愈

來愈多原生電子形式之文件與紀錄，如何確保其真實、完整與具有

法律效力？如何管理？如何與傳統實體檔案銜接？如何移轉成國家

檔案？如何確保長期保存與長期取用？等，都面臨與世界各國一樣

的問題，而亟待解決。

我國政府機關文書檔案政策與業務推動執行分由不同機關主

管，政府文書政策由行政院秘書處主管、電子公文業務與公文流程

管理由行政院研考會負責、檔案政策與執行則由檔案管理局負責，

分工項目如表4-1。

表4-1：我國文書檔案業務分工情形

機關名稱 業務分工

行政院秘書處 政府文書政策

行政院研考會
1. 電子公文規範及系統建置推動
2. 公文流程管理

檔案管理局 檔案政策與推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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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2010年2月3日總統頒布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案及相關法

案，政府正推動行政院組織改造方案，依目前規劃方向，如立法院

順利通過國家發展委員會組織法與所屬機關檔案管理局組織法之立

法，未來原由行政研考會主管之相關公文事項，將移入檔案管理局

管理（行政院研考會網站）。

以下將分別說明我國政府文書與檔案管理業務目前推動情形。

第二節　我國政府文書政策與電子公文主管機關

一、行政院秘書處

我國政府機關處理公文的法律依據為公文程式條例，係於

1928年由國民政府制定，幾經修正，最新版本為2007年3月21日由

總統頒布修正。而「文書處理手冊」是以公文程式條例及相關法規

為依據，由行政院秘書處所頒定的文書處理實務工作手冊，包括文

書範圍、處理程序、作業步驟、流程管理、公文格式、公文用字、

文書用具、印信章戳、文書保密等，是政府機關處理公務文書的作

業準則，目前最新版本為2010年1月22日函頒修正。

手冊中所指之文書，係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

或性質如何之一切資料。且凡機關與機關或機關與人民往來之公文

書，機關內部通行之文書，以及公文以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者，

均包括在內。

手冊中規範從收文、文書製作陳核、發文到歸檔的所有流程，

包括：（一）收文處理；（二）文件簽辦；（三）文稿擬判；

（四）發文處理；（五）歸檔處理等5項主要程序規範，再分別訂

定細部作業事項。

手冊中有關電子公文之總則為：（行政院秘書處，2010）

機關公文以電子文件行之者，其交換機制、電子認證及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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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傳送原則等，依機關公文交換作業辦法及「文書及檔案管

理電腦化作業規範」辦理。

機關公文以電子文件處理者，其資訊安全管理措施，應依行

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資訊安全管理規範辦理。各機關如有其他特殊需求，得依需

要自行訂定相關規範。

機關對人民、法人或其他非法人團體之文書以電子文件行之

者，應依機關公文傳真作業辦法及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辦

法辦理。

機關公文得採線上簽核，將公文之處理以電子方式在安全之

網路作業環境下，採用電子認證、權限控管或其他安全管

制措施，並在確保電子文件可認證下進行線上傳遞與簽核工

作。各機關實施公文線上簽核採電子認證者，應依「文書及

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辦理。

各機關之文書處理電子化作業，應與檔案管理結合，並依行

政院訂定之相關規定辦理；對適合電子交換之公文應以電子

交換行之。

以電子文件發文者，得不蓋用印信或章戳，並應加附電子簽

章。

從上述規定可看出行政院對電子文件在不同機關組織間的交換

傳遞、內部公文簽核流程及資訊安全上已有相關規定，但對機關內

部之公文線上簽核作業（即原生形式之電子紀錄），則採較彈性之

做法，由機關自行決定採電子認證、權限控管或其他安全措施，僅

要求各機關應確保電子文件的「可認證性」，並未強制採用哪一種

措施，惟各機關如採用電子認證方式者，則要求應依「文書及檔案

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辦理。

行政院秘書處在文書管理政策面上，係以頒定手冊規範提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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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遵循為主，不涉及各機關實際執行業務之輔導、評鑑或建置提

供系統工具等事項。

二、行政院研考會

行政院研考會成立於1969年，為行政院政策統合協調的幕僚

機關，以扮演「優質政府治理的推手」自我期許，設定四項施政目

標為：1.活化公共資訊與知識，提升政府策略思維能力；2.強化政

策統合協調機制，進行政府一體的組織改造；3.促進政府透明化，

協助民眾參與公共事務；4.精進結果導向的績效管理，落實政府對

民眾的承諾。涉及政府內部管理績效、促進公共資訊流通及提升為

民服務等重要工作。（行政院研考會網站）

行政院研考會設置六個業務處，辦理研究發展、綜合規劃、管

制考核、資訊管理、地方發展、政府出版品流通以及院長交辦事

宜。另設所屬機關檔案管理局，辦理政府檔案管理與開放應用事

項。

其中，管制考核處業務職掌之一為辦理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公文時效管制之規劃及推動，最新之規範為2010年7月修頒、9月

出版之「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提供各機關遵循參考，並建

置管考系統，掌握各機關公文時效執行情形。（行政院研考會，

2010）

另，資訊管理處負責推動電子化政府及辦理有關行政院所屬各

機關行政資訊計畫與行政資訊系統之統籌規劃、協調及推動，其

中，電子公文交換、公文系統規範與建置推廣、線上簽核等業務皆

屬職掌範圍。

為配合1993年2月通過之「公文程式條例」第十二之一條修正

條文，建立公文電子法源基礎，行政院於1994年2月即要求行政院

研考會訂定「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並歷經多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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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2010年5月函頒修正之版本，併入檔案管理局前所頒布之機關

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及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2項法規，

將規範區分為業務管理規範、系統管理規範及技術管理規範3章，

異動內容範圍較廣，於機關上線實作後，進一步評估需求，遂於

2010年12月再進行修正。綜合2010年2次修正重點與電子文件及檔

案管理有關者如下：（行政院，2010）

線上簽核注意事項。（修正規定第九點）

線上簽核作業作業之要求。（修正規定第十五點）

文書傳遞交換作業之要求。（修正規定第十六點）

電子公布欄之要求。（修正規定第十七點）

檔案管理作業電子化之要求。（修正規定第十八點）

電子檔案管理作業之要求。（修正規定第十九點）

電子檔案傳送作業之要求。（修正規定第二十點）

資訊安全之要求。（修正規定第二十一點）

中文字碼處理之要求。（修正規定第二十二點）

時間校時之要求。（修正規定第二十三點）

文書標籤集格式。（修正規定第二十四點）

信封檔技術格式。（修正規定第二十五點）

回復訊息檔格式。（修正規定第二十六點）

電子收發文作業之系統技術規範。（修正規定第二十七點）

公文電子交換運作架構。（修正規定第二十八點）

線上簽核作業檔格式。（修正規定第二十九點）

線上簽核作業頁面檔記錄格式。（修正規定第三十點）

檔案管理資訊之系統技術規範。（修正規定第三十一點）

機關電子檔案清查作業之系統技術規範。（修正規定第

三十二點） 

電子公文相關標籤及檔案傳輸格式等調整。（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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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修正重點與線上簽核、文書檔案管理流程整合、電子檔案

管理與相關格式及資訊安全之要求相關。

而為因應全球節能減碳議題，行政院研考會復擬定「電子公文

節能減紙推動方案」及配套之「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電子

識別證管理作業要點」，陳請行政院於2010年1月25日分別以院授

研訊字第0992460081號函及院授研訊字第0992460085號函頒布。

方案中要求自2010年開始至2012年底推動各機關實施公文線上簽

核，運用網路批核公文，期達到公文處理全程電子化，並達成提高

行政效率及節能減紙30%之目標。而為確保公務同仁於安全之網路

環境，辦理公文線上簽核作業，電子識別證管理作業要點係依據相

關法令規定，結合憑證之安全網路身分認證機制，規劃核發公務人

員電子識別證，作為公務人員網路身分識別及資料安全傳送之用。

從行政院秘書處及行政院研考會所修正之相關規範及方案，可

看出政府文書與電子公文紀錄在我國推動政策上的幾項趨勢與因應

思考：

要求機關推動公文線上簽核作業，政府電子施政紀錄將日益

增加。

要求機關結合公文與檔案管理系統需求，電子化管理流程將

日趨整合。

公文線上簽核得採電子認證、權限控管或其他安全管制措

施，文件檔案的法律效力、真實性與完整性問題將成為各機

關依權責自行衡酌事項，勢必形成各機關不同的作法。此規

範意旨與目前歐洲各國的看法與作法較為接近，惟如何回應

國內相關法律宗旨，須再研究觀察。

整合規範機關電子檔案管理與清理技術，原生電子形式檔案

管理機制在政府機關應會獲得較多重視，惟系統建置須較多

資源投資與資訊技術門檻，在政府財政困難與經費排擠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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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是否反而招致延緩發展，須進一步觀察評估。

第三節　我國檔案中央主管機關

一、檔案管理局概況

我國檔案管理局係依據1999年12月15日公布之檔案法第三條

規定，於2001年11月23日依法成立，隸屬行政院研考會，為檔案

中央主管機關，負責政府檔案管理與開放應用之法令、政策與制度

的建立與推動，對全國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負有輔導與評鑑職責，

同時，亦徵集管理國家檔案與提供大眾使用。兼具檔案政策與國家

檔案實務管理與開放工作，為局館合一體制，兼具檔案政策與執行

功能。

檔案管理局內部組織區分為5個業務組，分別是企劃組、檔案

徵集組、檔案典藏組、應用服務組、檔案資訊組。100年預算員額

為112人，依檔案管理局組織條例之規定辦理下列事項：

檔案政策、法規及管理制度之規劃、擬訂事項。

各機關檔案管理、應用之指導、評鑑及協調推動事項。

檔案目錄之彙整及公布事項。

各機關檔案銷毀計畫及目錄之審核事項。

檔案之判定、分類、保存期限及其他爭議案件之審議事項。

國家檔案徵集、移轉、整理、典藏與其他檔案管理作業及相

關設施之規劃、推動事項。

私人或團體所有文件或資料之接受捐贈、受託保管或收購等

規劃協調事項。

國家檔案開放應用之規劃、推動事項。

全國檔案管理資訊系統之規劃建置及協調推動事項。

檔案管理及應用之研究、出版、技術發展、學術交流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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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及檔案管理人員之培訓事項。

檔案管理局另依檔案法第三條之規定設置國家檔案管理委員

會，邀請機關代表、主要政黨代表、學者專家、社會公正團體代表

等21-29人參加，為檔案爭議事項與檔案政策的法定諮詢委員會。

依據檔案法之規定，各機關屬於永久保存之檔案屆滿25年經鑑

定審選後，應移轉檔案管理局管理，並至遲於30年開放應用，截

至2010年底，可供查詢之國家檔案典藏長度計約7.5公里，其中紙

質類約7.3公里、非紙質類約0.2公里；目前館藏特色為重大政治事

件、1949年以前、公營事業民營化及裁撤機關如國民大會、行政

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委員會等檔案。為使國家檔案之徵集有序進

行，檔案管理局頒布國家檔案徵集策略，將國家檔案之徵集分為國

家安全、公共資源管理、財經事務、教育文化科技、社會發展、府

院事務及地方事務等7大方向，區分23類別，作為國家檔案徵集指

引。分階段徵集足以見證國家發展重要政策與制度、人民生活、歷

史文化及社會環境發展歷程之檔案，以完整保存國家重要紀錄，進

而期望能創造國家智慧資產。檔案管理局亦接受私人團體珍貴文書

之捐贈、受託保管與收購，目前已蒐藏國家文化總會、公營事業相

關工會之檔案等。

檔案管理局目前尚無國家檔案館，除於局本部設立約30坪的小

型國家檔案庫房外，另於台北市士林區及光復南路公有既成建物借

用場地，設置2個臨時典藏場所，典藏容量約16.5公里，與全國待

移轉檔案超過130公里之需求不成比例，故規劃於2014年進駐新莊

副都心，成立國家檔案中心，設置約30公里之典藏空間，並同步爭

取於林口設置國家檔案館，規劃分期設置可以容納300公里以上，

適合國家檔案長期發展的典藏空間，以解決龐大的國家檔案資產儲

存問題。

此外，為促進檔案的開放應用，檔案管理局已彙整公布全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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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目錄超過5億筆，開放於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Navigating 

Electronic Agencies’Records, NEAR, https://near.archives.gov.tw ）

提供民眾查詢，協助民眾據以向各機關申請應用檔案。而在國家

檔案開放上，亦建置國家檔案資訊網（Archives Access service, A+, 

https://aa.archives.gov.tw ），公布目錄逾180萬筆，除個人隱私及

國家安全等特殊因素外，對屆滿30年之國家檔案，原則皆可開放民

眾閱覽、抄錄或複製。目前檔案管理局在其台北市伊通街局本部辦

公室設有約20坪的小型國家檔案閱覽中心，是民眾應用國家檔案的

場所。未來新莊副都心的國家檔案中心，將提供較具規模的檔案應

用研究與常設展示空間。

在檔案推廣方面，檔案管理局除定期發行檔案季刊及檔案樂活

情報（電子報）外，每年皆加值出版多項相關研究成果，如228事

件檔案系列專輯、產業經濟檔案系列專輯、國民大會、軍事檔案研

究等，並每年與機關合辦或自行辦理檔案巡迴展覽，如228事件、

美麗島事件、教育、經濟、衛生、經濟、921地震、獄政檔案展覽

等。同時，亦結合節日、電影與生活故事等出版檔案輕鬆小品，

如探尋國家寶藏等系列出版品，並拍攝光陰物語、曙光中的台灣

1949等影片及發行拼圖、桌上遊戲等檔案加值應用產品。

綜合而言，我國檔案管理局成立時間雖較歐洲各國為晚，但相

關制度之建立與推動尚屬健全，亦透過金檔獎與金質獎評鑑制度的

推動，致力健全與落實全國各機關檔案管理制度與資訊化作業，積

極促進檔案的開放應用。惟我國迄今尚無國家檔案永久典藏場所及

尚無提供人民完整應用與體驗政府施政紀錄的國家檔案館，相較不

足，亟須政府全力支持與建設。

二、電子紀錄檔案管理情形

檔案管理局成立之初，對於檔案的電子化及資訊整合即著力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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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故與檔案法施行日2002年1月1日一併生效的相關子法中，即

頒布2項相關的法令，分別是：

檔案電子儲存實施管理辦法：規範實體檔案經電子設備處

理，並予以數位化的程序與注意事項。2005年將範圍由影

像掃描擴大為電子影音檔案。

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規範機關建立檔案管理電子

化的系統功能需求、資料欄位、目錄傳輸格式、電子檔案格

式及媒體規格等。2005年增加數位內容管理需求及封裝檔

格式等。

2003年因應各機關電子紀錄日益增加，結合學者專家進行研

究，頒布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規範原生形式電子檔案管理

流程，包括檔案蒐集與確認、檔案形成與保管、檔案清理、檔案應

用、檔案稽核與安全5項作業流程與系統功能需求，並規定電子檔

案應遵循下列3項原則：

完整性：指電子檔案管理流程中，應確保電子檔案之內容、

詮釋資料及儲存結構之完整。

真實性：指可鑑別及確保電子檔案產生、蒐集及修改過程的

合法性。

可及性：指配合保存年限，維持電子檔案及其管理系統的可

供使用。

要點內容尚包括電子檔案的命名原則及詮釋資料項目等。而此

要點中所稱之機關電子檔案，與本研究於緒論中所界定的電子紀錄

為同一概念範圍。

檔案管理局頒布的這3項法規，從數位化、資訊化到原生電子

形式檔案紀錄管理的不同層面都已涵蓋，且因電子紀錄與電子檔

案管理之議題，在國內尚無足夠經驗，而國際間又尚乏具體解決方

案，為慎重起見，檔案管理局從籌備時期開始，即透過委託研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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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服務的方式，委託國內多位學者專家進行相關研究，涵蓋電子

檔案生命週期管理運作導引、電子檔案儲存媒體運用作法與管理規

範、電子檔案技術鑑定及移轉(交)封裝工具、電子檔案管理規範與

技術評估、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電子檔案清理機制、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電子媒體檔案管理制度及保存技術、電

子檔案統一命名原則、電子檔案儲存安全之認證、電子文件檔案

管理與應用等10餘項研究（詳檔案管理局網站/出版品/研究報告項

下），各項研究成果並於近年來陸續作為政策推動參考。

2010年配合行政院政策，停止適用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

要點及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2項要點，將相關內容併入前述

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中，此規範成為各機關管理文書及

檔案管理電腦化的主要依據。但實體檔案數位化電子儲存的實施與

管理，仍依檔案電子儲存實施管理辦法辦理。

併入規範中有關電子檔案格式如表4-2，將電子檔案區分為文

字檔、圖片檔、聲音檔、視訊檔、工程圖檔、文字影像檔、數位墨

水7種類型，再分別規定其格式，格式因係因應市場發展趨勢，相

當複雜多元。

檔案管理局在規劃及推動機關電子檔案的作法可謂慎重，在

相關法令規範告一段落時，於2005年向行政院研考會提出「國家

檔案數位服務計畫(97-100)」，關注電子檔案的長期保存問題，故

於4項主要策略中提出「推動我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標準化」之策

略，陸續完成相關研究與技術規範。2010年3月25日並促使我國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制定公布CNS 15489-1〔資訊與文獻－檔案管理－

第1部：概論〕及CNS 15489-2〔資訊與文獻－檔案管理－第2部：

指導綱要〕2種國家標準（國家標準(CNS)檢索系統），並於2010年

8月成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實驗室，於2011年4月成立電子檔案技

術服務中心，提供外界有關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諮詢與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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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實驗室設於檔案管理局位於臺北市光復南路

的檔案臨時典藏場所，以研發、實作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相關技術，

建置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平台、訂定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驗證做

法為目標，希協助機關妥適保存及應用電子檔案。相關功能如圖

4-1，將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平台區分為轉置區、模擬區、系統

保存區、修復區及驗證區，辦理媒體轉置、資料轉置、作業系統與

應用系統模擬、軟硬體保存與管理、媒體資料修護、電子檔案清

查、品質評估及強化等實驗。另於檔案管理局網站設置電子檔案知

識庫系統，涵蓋電子檔案線上百科、文檔資訊系統現況資訊站、領

域專家學者名錄、電子檔案格式資料庫，期擴散及交流電子檔案知

識，相關內容如圖4-2。（檔案管理局網站）

檔案管理局成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實驗室之作法，無論在國內

或本次拜訪之在歐洲各國國家檔案主管機關都屬創舉，且已運用部

分PLANETS或其他相關自由軟體資源。我國目前的電子檔案長期

保存推動策略，與歐洲各國將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議題，定位在國家

檔案階段之策略作法，有所差距，就目前訪問及文獻了解，除歐盟

透過計畫結合各國力量分別發展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與取用的技術研

發、實驗及測試平台之建立外，尚未見到任何一個單一國家採用如

此多種長期保存策略進行實驗研發，且亦未看到任何一個國家預定

將長期保存的相關技術或工具，輔導提供文件產生機關自行處理之

做法。歐盟PLANETS計畫基本上亦主要關注國家檔案館及國家圖書

館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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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我國規範之電子檔案格式表

類型 格式 說      明

文字檔

XML
一、開放性標準。
二、電子公文傳遞交換格式。

PDF 業界認定可攜性文件格式。

ODF
國際標準（ISO/IEC26300:2006）。XML開放性
架構，具可攜性文件格式。

圖片檔
JPEG

一、如檔案係以影像掃描製作，一律採全彩，
壓縮品質為75%以上，解析度300 DPI以
上。

二、開放性標準。
SVG 開放性標準。

聲音檔
MP3 開放性標準。
WAV 開放性標準。

視訊檔
MPEG-2 開放性標準。

AVI 專屬軟體。
H.264 開放性標準。

工程圖檔
IDES 美國國家標準（ANSI Y14.26M）。
DXF 開放性標準。
STEP 國際標準（ISO/IEC10303）。

文字影像檔

JPEG
一、彩色影像：採全彩，壓縮品質為75%以上，

解析度200 DPI以上。
二、開放性標準。

TIFF 灰階影像：採解析度200 DPI以上。

TIFF
一、黑白影像：採CCITT G4標準，解析度300 

DPI以上。
二、業界認定開放性標準。

PDF 業界認定可攜性文件格式。
WDL 國內開發之可攜性文件格式。

PNG

一、索引色影像：採256色ZIP非破壞性壓縮，
解析度300DPI以上。

二、線上簽核使用追蹤修訂功能時，採用本格
式產生簽核 頁面。

數位墨水 ISF
一、手寫簽核資料採用本格式以筆跡方式存

檔。
二、筆跡檔案業界認定開放性標準。

(資料來源：行政院，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頁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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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1：我國採用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與功能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網站）

�-�

 ��

圖4-2：我國採用之電子檔案知識擴散作法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網站）

當然，由於中文字碼較為複雜，我國雖已制定CNS11643中文

標準交換碼全字庫並推動多年（全字庫網站），但過去電子紀錄與

電子檔案中，由各個機關或組織對於不常用字自行造字的結果，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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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檔案內容解讀與辨識檢核的極大障礙。如以此觀點而言，我國電

子文件紀錄與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與取用問題，相較於西方國家使用

之文字確實更為複雜，而可能有需要就特殊性部分，另行進行適合

中文電子文件檔案長期保存與取用的研發實驗。惟在各先進國家對

電子文件檔案長期保存取用之問題，尚無具體解決方案之際，我國

目前之策略及作法如何吸取國外發展經驗，並以國外既有成果及已

頒行之國際標準作為參考依循，以建構適合我國需要的發展策略，

仍應審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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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歐洲各國與我國發展現況之比較

為暸解歐洲各國在電子文件紀錄與電子檔案管理的發展情形，

及與我國發展現況的差距與異同，本章將依國家背景、文件檔案政

策機關、檔案管理機關、電子文件管理政策、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

略、電子文件管理系統、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格式標準、電子文件

與電子檔案安全機制、檔案移轉方式與移轉年限、參與歐盟計畫情

形等面向，分別進行各國的比較分析，期從國家、機關與政策等不

同層次及系統、格式、安全、移轉與國際合作等不同面向，進行探

討與解析。

第一節　各國國家背景概況

本研究對象除歐盟因係政體組織，故總合27個會員國之現況，

面積多達435萬平方公里，人口約5億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115人，語言多達23種，難以相提並論外，其他皆為個別國家。就

國土面積言，這6個國家中，英國面積為24.4萬平方公里、德國為

35.7萬平方公里，分別是我國面積3.6萬平方公里的6.8倍與9.9倍，

其他瑞士、荷蘭、比利時面積分別是4.1萬平方公里、4.1萬平方公

里、3.2萬平方公里，與我國國土面積規模相近，愛爾蘭7萬平方公

里則約我國的2倍。

就人口規模而言，英國約6,152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約

246人10）、德國約8,200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約230人）、

瑞士778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約190人）、荷蘭1,658萬人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約404人）、比利時1,096萬人（人口密度

10 人口密度除英國係由外交部網站直接引用外，其他各國係由研究者自行將國家人口總

數除以國土面積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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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平方公里約343人）、愛爾蘭416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約59人），相較於我國的2,314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約643

人），顯示我國人口密度最高，地狹人稠，其次分別為荷蘭、比利

時、英國、德國、瑞士、愛爾蘭。

就語言觀之，英國及愛爾蘭皆以英語為官方語言，愛爾蘭另有

蓋爾語；德國以德語、荷蘭以荷語為官方語言，為單一官方語言，

且荷蘭英語盛行；瑞士、比利時因國家與區發展沿革關係，官方語

言多達3種，瑞士為德、法、義語，比利時為荷、法、德語，要面

對及處理較多元之文化差異與融合。我國則以華語為官方語言，近

年來日益重視如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等住民的母語傳承與文化發

展。

就政治制度而言，英國、荷蘭及比利時仍維持君主立憲制度，

但英國另有議會內閣制、荷蘭有三權分立制、比利時有聯邦內閣

制；德國為聯邦制與內閣制，瑞士為聯邦共和制，愛爾蘭為內閣

制。我國政治制度為五權分立，政權歸人民所有，治權由五院行

使。

由於各國政治制度不同，其檔案主管機關常因管轄範圍及國家

體制的不同，而有稱為國家檔案局（館）或聯邦檔案局（館）的差

別，本節各國國家概況之比較，可協助了解後續各章節中分析各國

檔案管理制度的背景、管轄範圍及服務對象的參考。相關比較詳如

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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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各國國家背景概況比較表
國家/

項目

歐盟

執委會
英國 德國 瑞士 荷蘭 比利時 愛爾蘭 我國

面積

(km2/)
435萬/ 24.4萬/ 35.7萬 4.1萬 4.1萬 3.2萬 7萬 3.6萬

人口

（人）
約5億 約6,152萬 約8,200萬 約778萬 約1,658萬 約1,096萬 約416萬 約2,314萬

人口密度

(人/ km2/)
115 246 230 190 404 343 59 643

官方

語言
23種 英語 德語

德、法、

義語
荷語

荷、法、

德語

英語、愛

爾蘭蓋爾

語

華語

政治

制度

政體組織 君主立

憲、議會

內閣制

聯邦制、

內閣制

聯邦共和

制

世襲君主

立憲制，

立法、司

法、行政

三權分立

君主立憲

/聯邦內閣

制

內閣制 五權分立

第二節　各國文件檔案政策機關

歐洲國家文書檔案管理政策與檔案典藏服務多分別隸屬不同機

關，未必有上下層級隸屬關係，如歐盟執委會本身的文書檔案政策

主管機關為秘書總部的文件管理處，但歷史檔案館歸屬基礎設施與

行政支援辦公室；德國聯邦檔案局隸屬文化媒體部，文書檔案政策

由內政部主管；瑞士聯邦檔案館隸屬內政部，文書檔案政策由聯

邦行政處負責；荷蘭文書檔案管理政策由內政與王國關係部負責，

國家檔案館隸屬文化教育部；愛爾蘭由財政部負責文書檔案管理政

策，國家檔案館隸屬觀光運動部。這4個國家及歐盟的國家檔案典

藏服務由國家檔案館負責。英國與比利時則由國家檔案局同時負責

文書檔案管理政策與典藏服務工作。

我國文書與檔案政策的主管機關亦不同，文書政策由行政院秘

書處主管，電子公文交換、線上簽核及系統規範由行政院研考會負

責，檔案政策及實務執行則由檔案管理局主管。由於檔案管理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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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機關即為行政院研考會，相關指揮體系尚屬一致，故經磨合多

年，已於2010年將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整合為一。未

來如完成行政院組織改造，原由行政院研考會負責的公文時效管制

及電子公文規範與公文系統建置推動的工作都將納入檔案管理局

（行政院研考會網站），除文書政策規範仍由行政院秘書處主管

外，檔案管理局將成為檔案業務及文檔系統的主管機關。

歐洲德、瑞、荷、愛4國將文書檔案政策機關與國家檔案典藏

服務機關的隸屬分離，究其原因及研析其隸屬之上級機關屬性，推

測應係將文書與檔案政策定位於政府行政管理與內政事務，而將國

家檔案典藏與開放界定為文化資產服務。此種思維與作法，與我國

目前將檔案管理事務朝公文端（亦即行政端）整合的文檔合一政策

屬性，差異頗大。而就此觀點而言，我國文檔合一概念的未來作法

與英國及比利時較為類似。相關比較詳如表5-2。

表5-2：各國文件檔案政策機關與典藏服務機關比較表
國家/

項目

歐盟

執委會
英國 德國 瑞士 荷蘭 比利時 愛爾蘭 我國

文件檔案

政策機關

秘書總部

文件管理

處

國家

檔案局

內政部 聯邦

行政處

內政與王

國關係部

國家

檔案局

財政部 行政院秘

書處、行

政院研考

會、檔案

管理局

檔案典藏

服務機關

歷史

檔案館

國家

檔案局

聯邦

檔案局

聯邦

檔案館

國家

檔案館

國家

檔案局

國家

檔案館

檔案

管理局

第三節　各國檔案管理機關概況

如前節所述，各國國家檔案局或館有兼負檔案政策及檔案典藏

服務等功能者，亦有僅負責檔案典藏服務者，本節將依其隸屬情

形、管轄體制、工作人員及總館分館設置情形，綜合比較各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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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關的概況。

就隸屬機關而言，歐盟歷史檔案館隸屬基礎設施與行政支援辦

公室，英國隸屬法務部、德國隸屬文化與媒體部、瑞士隸屬內政部

文化辦公室、荷蘭隸屬教育文化科學部、比利時隸屬聯邦科學辦公

室，愛爾蘭隸屬觀光文化及運動部，我國隸屬行政院研考會。各國

隸屬體系相當不一致，但以文化相關之機關居多，只是文化機關之

隸屬層級有所差異，如德國、瑞士、荷蘭、愛爾蘭；其次為與科學

相關之機關，如比利時與荷蘭；我國隸屬行政院研考會之體系，似

與歐盟執委會歸屬基礎設施與行政支援辦公室較類似，但相關職掌

亦不全然相同；英國隸屬法務部最為特殊。

就管轄體制而言，歐盟歷史檔案館僅負責歐盟執委會產生之紀

錄，與各會員國實際運作並無關聯；英國國家檔案局負責英格蘭、

威爾斯及英國政府紀錄，蘇格蘭自行設置蘇格蘭國家檔案館；德國

聯邦檔案局管轄聯邦政府及其前身之公務與軍事紀錄；瑞士聯邦檔

案館管轄聯邦政府之檔案；荷蘭國家檔案館管轄中央政府等國家

級政府紀錄；比利時國家檔案局依該國現行檔案法制，仍管轄中央

及地方檔案；愛爾蘭國家檔案館管轄各政府機關及其所屬機關之檔

案；我國檔案管理局管轄中央及地方機關之檔案。德國、瑞士、荷

蘭以聯邦政府或中央政府為主要管轄範圍。英國則除中央政府之紀

錄外，尚包括英格蘭及威爾斯之政府紀錄。比利時與我國一樣，管

轄範圍包括中央及地方機關，但比利時未來可能修改為僅管轄聯邦

政府之檔案。愛爾蘭檔案法上賦予國家檔案館管轄各政府機關及其

所屬機關之檔案，似包含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之檔案，惟法案內容

並未明列，需進一步查證。

就工作人員之規模而言，德國有800餘人，人數最多；其次為

英國，工作人員623人；依序為比利時的250人、荷蘭的180人、瑞

士的61人、愛爾蘭的40餘人、歐盟執委會的30人。我國預算員額



��0 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之管理

為112人，在這些國家中位居第5，高於瑞士、愛爾蘭及歐盟歷史

檔案館，人員數與荷蘭較為相近。另如以各國管轄範圍、國土面積

與人口密度觀之，比利時同樣管轄中央與地方各級機關，其國土面

積與我國相當，但人口密度幾少於我國2倍，工作人員規模則為我

國的2倍。

如以總館與分館設置情形比較，歐盟歷史檔案館為中間檔案

館，有另一受委託的大學承接其逾25年之檔案，其本身另設2處

典藏場所，存放歐盟執委會之中間檔案。英國僅於倫敦裘園(Kew)

設置總館並無其他分館。德國有設於科布倫茲的總館及其他8個分

館。瑞士、荷蘭及愛爾蘭只有總館，但愛爾蘭尚有2處典藏場所存

放地理與國防紀錄。比利時除總館外，分館數最多，高達18個，與

其管轄中央與地方機關之權限高度相關。反觀我國，尚無總館或分

館之設置，僅借用2處臨時典藏場所，在國家檔案館舍的投資與建

設上，較其他國家落後甚多。相關比較詳如表5-3。

表5-3：各國檔案管理機關概況比較表

國家/

項目

歐盟

執委會
英國 德國 瑞士 荷蘭 比利時 愛爾蘭 我國

隸屬

基 礎 設 施

與 行 政 支

援辦公室

法務部 文 化 與 媒

體部

內 政 部 文

化辦公室

教 育 文 化

科學部

聯 邦 科 學

辦公室

觀 光 文 化

及運動部 

行 政 院 研

考會

管轄

體制

管 理 歐 盟

執 委 會 檔

案

管 理 英 格

蘭 、 威 爾

斯 及 英 國

政府紀錄

管 理 聯 邦

政 府 及 其

前 身 之 公

務 與 軍 事

紀錄

管 轄 聯 邦

政府檔案/

管 轄 中 央

政 府 等 國

家 級 政 府

紀錄

管 轄 中 央

及 地 方 檔

案

應 係 管 轄

各 政 府 機

關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之

檔案

管 轄 中 央

及 地 方 機

關之檔案

人員 30人 623人 800餘人 61人 180人 250人 40餘人 112人

館舍

屬 中 間 檔

案 館 ， 另

設2處典藏

所

1個總館，

無分館

1個總館，

8個分館

1個總館，

無分館

1個總館，

無分館

1個總館，

18個分館

1總館，2

個典藏所

尚 無 總 館

或分館，2

個 臨 時 典

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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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各國電子文件管理政策

電子文件管理政策係用來引導政府機關如何產生及管理日常業

務中原生電子形式之文件，此次研究之歐洲各國中，除了比利時表

示尚無正式的電子文件管理政策外，歐盟的e-Domec、英國的CPER

與數位永續體計畫、德國DOMEA concept、瑞士的GEVER計畫、數

位檔案政策(DAP)、荷蘭的有序資訊方案、愛爾蘭的紀錄管理指南

等，都是用來指導其政府機關管理電子文件紀錄的政策或規範。

這些電子文件管理政策內容詳簡程度與對原生電子形式文件的

專指程度不一，其中以瑞士的GEVER計畫，最徹底整合及落實全程

無紙政策，從文件產生、到歸檔、到移轉至聯邦檔案館的各個階

段，皆採電子形式且線上模式作業，提供統一之系統，並強制要

求各聯邦機關配合執行，預定至2013年全部推動完成；歐盟執委

會、英國及德國的電子文書規範內容極為詳細，但未強制各政府機

關遵循，後續發展與執行情形尚待進一步研究；愛爾蘭雖有部分與

電子文件紀錄相關指南與規範，但對原生電子形式紀錄歸檔、成為

國家檔案或長期保存的安全性都缺乏信心，政府正式公務紀錄仍規

定以紙本為主。

我國目前已將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之相關規範整合為

一，其中包括原生電子形式之文件及電子檔案管理，主要指以線上

簽核方式處理公務電子文件之規定，包括電子文件本文與附件格

式、實施範圍、安全機制、作業流程、歸檔要求及電子檔案管理

等。相較歐洲各國而言，內容亦屬詳盡，涵蓋從文件產生、文件簽

核、歸檔到移轉之作業規範，但因屬行政規範層級，亦較無強制

性。相關比較詳如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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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各國電子文件管理政策比較表
國家/

項目

歐盟

執委會
英國 德國 瑞士 荷蘭 比利時 愛爾蘭 我國

電子文件

檔案政策

e-Domec CPER、數

位永續體

計畫

DOMEA 

concept

GEVER計

畫、數位

檔案政策

(DAP)

有序資訊

方案

尚無 紀錄管理

指南

文書及檔

案管理電

腦化作業

規範

第五節　各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

多數歐洲國家的國家檔案館，其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係以

轉置為核心策略，如德國、瑞士、愛爾蘭及荷蘭，認為轉置是最簡

單可行，且不過度耗費資源成本的長期保存方法。而除了轉置策略

外，荷蘭亦將轉置與模擬技術組合成國家檔案館的長期保存策略；

愛爾蘭在給機關的作業規範中，建議機關亦可以更新方式處理。

英國目前基本上對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抱持較審慎態度，主

要原因在於將數位化檔案視為原件的替代品，認為無法讀取時，再

由原件複製即可，至於原生形式之電子檔案，目前仍以規範方式作

為機關參考依據，無強制性，移轉入館後，再依館方規定格式進行

轉置，後續如有長期保存問題，原則亦採取轉置策略處理。英國國

家檔案局相關人員甚至表示，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與取用

技術不宜過早決定，應俟國際間相關軟硬體技術更為成熟時，再行

決定及處理。

歐盟執委會歷史檔案館及比利時國家檔案局目前並無針對電子

檔案之長期保存與取用策略，未來將俟歐盟相關計畫的發展，適時

規劃。

我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在檔案管理局實際執行面係以轉置

為主，惟2010年成立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實驗室，為研究推廣及

驗證相關技術，參考國內外研究成果，提供轉置、模擬、系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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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修復與驗證方法，並預定推廣至各政府機關，較歐洲各國的長

期保存策略積極，但相對的多元是否衍生資源的耗費，宜深入評

估。相關比較詳如表5-5。

表5-5：各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比較表
國家/

項目

歐盟

執委會
英國 德國 瑞士 荷蘭 比利時 愛爾蘭 我國

電子檔案

長期保存

策略

無 原件替代

品概念、

轉置

轉置 轉置 模擬

(Dioscuri)

、轉置組

合策略

尚無 更新、轉

置

轉置、模

擬、系統

保存、修

復、驗證

第六節　各國電子文件管理系統

本研究之歐洲國家，除了瑞士配合國家政策，發展GEVER系統

提供給所有聯邦機關使用，建置AIS、DIR、IDA系統，並與國家檔

案的移轉線上整合，以及歐盟執委會本身提供ARES電子文件管理

系統給執委會各個DG部門使用外，其他國家大致未就電子文件管

理發展建置統一系統，以提供各政府機關使用。但歐洲各國概皆遵

循開放性檔案資訊系統模式(OAIS model)的國際標準，如歐盟執委

會、德國、瑞士發展之系統皆是。

我國檔案管理局係依頒布之系統功能規範，發展建置電子公文

檔案管理系統，邀請相關機關共同試辦，並免費提供系統使用權

限，協助有意願之機關移轉使用，並未採用OAIS模式。另依功能規

範建立系統驗證機制，推動系統標準化多年，預定2011年7月起，

以新頒布之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為基礎，區分簡易版、

標準版、進階版及完整版四種版本，鼓勵系統廠商或政府機關驗證

其開發建置之系統。（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驗證網）相關比較

詳如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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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各國電子文件管理系統比較表
國家/

項目

歐盟

執委會
英國 德國 瑞士 荷蘭 比利時 愛爾蘭 我國

電子文件

管理系統

ARES 無統一系

統

無統一系

統

G E V E R

→ AIS、 

DIR、 IDA

無統一系

統

無統一系

統

無統一系

統

試辦電子

公 文 檔

案管理系

統，提供

驗證機制

第七節　各國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格式標準

多數國家對原生形式之電子文件文字檔規定採用PDF格式，如

歐盟執委會、英國、德國、瑞士、荷蘭及愛爾蘭，其中歐盟執委

會、德國、瑞士、荷蘭並特別要求應使用專為檔案所定的PDF/A格

式，比利時則尚未提供相關規範。英國及歐盟執委會亦接受微軟

辦公室軟體格式，瑞士另接受Text全文字格式。我國則規定XML、 

PDF及ODF三種格式。

專為歸檔設計的PDF /A格式尚未被我國檔案界注意或採

用，此格式於本研究訪歐期間經常被受訪者提及，認為可能是

原生電子形式文件歸檔的解決方案。此格式為奧多比(Adobe)公

司近年來推出，宣稱保證50年仍能開啟的國際標準格式（ISO 

19005-1:2005），其中A是檔案英文Archive的縮寫，以能將文件外

觀保持與儲存時一模一樣，而認為適用於檔案長期保存。依據該公

司公開的文件，PDF/A標準包括以下幾點規範（Jeff, 2009）： 

一、檔案不能包含影音資料。

二、不能執行JavaScript與其他夾帶附件的功能。

三、所有文字都必須內嵌，以方便在不同電腦讀取。

四、顏色必須與設備無關(device-independent)，亦即在任何顯示設

備上都可以正確顯示其原本顏色，必須符合國際色彩協會的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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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內嵌規範(International Color Consortium, ICC)。

五、圖像的透明物件會被平面化。

六、不可以加密。

七、必須包含詮釋資料（MetaData），以方便搜尋。

而根據ISO的標準，PDF/A又分成兩種比較細的分類：（Jeff, 

2009）

一、PDF/A-1b：即完全符合上述PDF/A 標準的格式，以確保日後文

件開啟時能保持一模一樣的外觀。

二、PDF/A-1a：除了符合PDF/A-1b所有的規範外，PDF文件還需加

入標籤(Tag)，以方便各種裝置（如手持裝置或是閱讀輔助裝

置等）閱讀PDF/A檔案。 

另外，還有一種 PDF/A-2正在發展，但尚未成為ISO國際標

準。

由於PDF/A已廣受歐盟與歐洲國家注目，我國對於文件歸檔格

式有無需要由PDF進階為PDF/A亦應進一步評估關注。

至於檔案文字影像檔數位化格式，則多數以TIFF作為保存格

式、JPEG作為流通格式，如歐盟執委會、英國、瑞士、荷蘭。而德

國及比利時仍以微縮片作為保存之用，而以TIFF或JPEG作為流通之

用。愛爾蘭在其年報資料中強調數位化的重要，但相關文獻及訪談

中皆未提及數位化格式，尚須進一步確認。

至於詮釋資料、不同資料庫或資料格式間，歐洲各國則大都以

XML為交換標準，如歐盟執委會、英國、德國、瑞士、荷蘭等。德

國更專為自己國家規定XDOMEA、XBArch，也都是XML格式。但比

利時、愛爾蘭相關文件則尚未見相關規定。我國對於文件交換、格

式傳輸亦皆以XML格式為發展標準。相關比較詳如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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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各國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格式標準比較表
國家/

項目

歐盟

執委會
英國 德國 瑞士 荷蘭 比利時 愛爾蘭 我國

文件格式

(文字檔)

Microsoft, 

PDF/A

Microsoft,  PDF PDF/A Text, 

PDF/A

PDF/A 文獻未見 PDF XML, 

PDF,

 ODF

數位化格

式（文字

影像檔）

TIFFJPEG TIFF保存JPEG

流通

微 縮 保 存

TIFF流通

TIFF保存

JPEG流通

TIFF保

存JPEG

流通

微縮

JPEG400

文獻未見 JPEG, 

TIFF, 

PDF, 

WDL,

PNG

交換標準
XML XML(PRONOM) X D O M E A 、

xbaRCH(XML)

XML  XML 文獻未見 文獻未見 XML

第八節　各國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安全機制

為了確保文件歸檔、轉置及移轉時之安全及確保資訊內容正

確，本研究發現此次考察之歐洲國家採用的安全技術偏向簡易。歐

盟、荷蘭直接以自動檢核總數的方法 (Checksum) 作為安全驗證，

英國採用雜湊值(Hash)，瑞士以檔案館銜接系統的DIR自動過濾，發

現有問題時，輔以人工檢視，以確保正確。其他歐洲國家相關文件

則並無記載。

我國結合電子簽章與數位憑證，將每一層簽核之全文或簽核意

見，以雜湊方式產生摘要值後，將全文或簽核意見、摘要值與詮釋

資料進行層層的封裝，再透過品質驗證機制，以確保真實、完整與

可及，並在檔案存檔時，以Checksum方式進行檢核。

基本上，本研究參訪之歐洲國家對於數位憑證、數位簽章的機

制，大都持較保留與審慎的態度，對檔案封裝技術亦不表支持，

認為除增加未來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與取用及相關軟硬體讀取的困難

外，對於是類政策推行的可行性，大都認為宜再持續觀察有無更好

的方案與技術，無須躁進。



第五章　歐洲各國與我國發展現況之比較 ���

對此，德國弗萊堡大學Schneider教授亦認為，作為長期保

存的數位簽章如確有必要，應只限以軟體進行電子簽章(software 

signature)，避免使用硬體簽章(hardware signature)，以避免未來造

成另一種長期保存的困境。相關比較詳如表5-8。

表5-8：各國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安全機制比較表
國家/

項目

歐盟

執委會
英國 德國 瑞士 荷蘭 比利時 愛爾蘭 我國

安全機制

Checksum Hash 尚無 DIR Checksum 尚無 尚無 Hash、

電子簽章、

數位憑證、

Checksum

第九節　各國電子檔案移轉方式與移轉年限

目前機關文件紀錄與國家檔案的移轉作業，以整合的系統，進

行線上移轉運作者，只有瑞士各政府機關的GEVER系統與聯邦檔案

館的數位檔案系統，且自2013年開始，瑞士聯邦檔案館只移轉電

子形式之檔案。英國雖完成數位儲存移轉系統，儲存從機關移轉之

電子紀錄，但未與機關文書管理系統整合，仍以紙本與離線媒體移

轉居多。德國、荷蘭亦採紙本與離線媒體移轉為主。至歐盟執委

會、比利時、愛爾蘭則皆以紙本移轉為主。我國目前在規範上已有

電子檔案移轉之規定，並提供移轉檔案封裝檔之格式規定，但目前

尚無電子檔案實質移轉案例，正在進行相關規劃。

為因應電子紀錄與儲存媒體老化速度的問題，德國、荷蘭，甚

至愛爾蘭，都有調降電子檔案移轉年限至5年或8年以下的修法規

劃或想法，荷蘭甚至規劃將各機關文件紀錄與國家檔案之儲存，形

成同一個資訊流，成立國家紀錄資訊中心，從歸檔時即進入長期保

存的應有規制。比利時雖有從100年移轉年限調整至30年之修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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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但係因人民知的權益高漲所致，與電子檔案的管理無關。其他

如歐盟執委會仍維持與紙本一樣25年移轉年限的想法。英國亦維持

紙本與電子檔案皆為30年移轉的一致作法。瑞士目前因已開始實施

無紙政策，移轉年限為10年。我國對各機關永久保存檔案規定之移

轉年限為25年，近年來對電子檔案移轉年限是否提前雖有討論，惟

目前相關規定仍維持與紙本一致的年限。相關比較詳如表5-9。

表5-9：各國電子檔案移轉方式與移轉年限比較表
國家/

項目

歐盟

執委會
英國 德國 瑞士 荷蘭 比利時 愛爾蘭 我國

電子檔案

移轉方式

（紙本） 離線媒體 離線媒體 線上移轉 離線媒體

規劃線上

直接歸檔

（紙本） （紙本） 離線媒體

(規劃試做

線上移轉)

電子檔案

移轉年限

25年 30年 規劃修法

從30年提

前至2-5年

10年 規劃修法

從20年提

前至8年

規劃修法

從 1 0 0 年

提前至30

年，但與

電子化無

關

規劃提前

至 5 年 鑑

定

25年

第十節　各國參與歐盟相關跨國計畫或規範情形

歐盟電子文件紀錄規範與長期保存取用等跨國計畫，優先適用

之對象當然是歐洲國家，但目前僅有德國及英國部分政府機關採用

MoReq，荷蘭規劃納入未來系統規範，其他歐盟執委會、瑞士、比

利時、愛爾蘭尚未採用，但保持對MoReq2010未來發展高度關注的

態度。

在這些國家的國家檔案館中，只有英國、瑞士、荷蘭是

PLANETS成員，其他德國、比利時、愛爾蘭都不是PLANETS成員。

至剛剛成立的開放PLANETS基金會（OPF），則只有荷蘭檔案館繼

續參與。我國對相關國際計畫或規範，皆無參與經驗，2010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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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實驗室，參考及引用PLANETS計畫在網站所

提供的部分自由軟體工具。相關比較詳如表5-10。

表5-10：各國參與歐盟相關計畫或規範情形比較表
國家/

項目

歐盟

執委會
英國 德國 瑞士 荷蘭 比利時 愛爾蘭 我國

採用

MoReq
未採用 部分機關 部分機關 未採用 規劃相容 未採用 未採用 未採用

PLANETS

成員
不是 是 不是 是 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OPF成員 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為便讀者參照了解本章各項探討內容的關係，茲將各節內容綜

整為各國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情形總表如表5-11。

表5-11：各國電子文件/檔案管理情形比較總表
國家/

項目

歐盟

執委會
英國 德國 瑞士 荷蘭 比利時 愛爾蘭 我國

國家背景面

積/人口/人

口密度/官

方語言/政

治制度

435萬

km2//約5憶

人/115人

/km2/23種

語言/政體

組織

24.4萬

km2//約

6,152萬

人/246人

/km2/英

語/君主立

憲、議會內

閣制

35.7萬

km2///約

8,200萬

人/230人

/km2/德語

/聯邦制、

內閣制

4.1萬km2///

約778萬

人/190人

/km2/德、

法、義語

/聯邦共和

制

4.1萬km2///

約1,658萬

人/404人

/km2/荷語

/世襲君主

立憲制，立

法、司法、

行政三權分

立

3.2萬km2///

約1,096萬

人/343人

/km2/荷、

法、德語

/君主立憲

/聯邦內閣

制

7萬km2///約

416萬人/59

人/km2/英

語、愛爾蘭

蓋爾語/內

閣制

3.6萬km2///

約2,314萬

人/643人

/km2/華語

/五權分立

文件檔案

政策機關

秘書總部文

件管理處

國家檔案局 內政部 聯邦行政處 內政與王國

關係部

國家檔案局 財政部 行政院秘書

處、行政院

研考會、檔

案管理局

檔案典藏

服務機關

歷史檔案館 國家檔案局 聯邦檔案局 聯邦檔案館 國家檔案館 國家檔案局 國家檔案館 檔案管理局

檔案管理

機關

隸屬/

體制/

人員/

總館/分館

隸屬基礎設

施與行政支

援辦公室

/管理歐盟

執委會檔案

/30人/屬中

間檔案館

隸屬法務部

/管理英格

蘭、威爾斯

及英國政府

紀錄/623人

/1個總館無

分館

隸屬文化與

媒體部/管

理聯邦政府

及其前身之

公務與軍事

記錄/800餘

人/1個總館

8個分館

隸屬內政部

文化辦公室

/管轄聯邦

政府檔案

/61人/1個

總館無分館

隸屬教育文

化科學部

/管轄中央

政府等國家

級政府紀錄

/180人/1個

總館無分館

隸屬聯邦科

學辦公室

/管轄中央

及地方檔案

/250人/1個

總館18個分

館

隸屬觀光文

化及運動部

/管轄各政

府機關及其

所屬機關之

檔案/40餘

人/1總館2

典藏所

隸屬行政院

研考會/管

轄中央及地

方機關/112

人/尚無總

館或分館，

2個臨時典

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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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項目

歐盟

執委會
英國 德國 瑞士 荷蘭 比利時 愛爾蘭 我國

電子文件管

理政策

e-Domec CPER、數

位永續體計

畫

DOMEA 

concept

GEVER計

畫、數位

檔案政策

(DAP)

有序資訊方

案

尚無 紀錄管理指

南

文書及檔案

管理電腦化

作業規範

電子檔案長

期保存策略

無 原件替代品

概念

轉置 轉置 模擬

(Dioscuri)、

轉置組合策

略

尚無 更新、轉置 轉置、模

擬、系統保

存、修復、

驗證

電子文件管

理系統

ARES 無統一系統 無統一系統 GEVER→ 

AIS, DIR, 

IDA

無統一系統 無統一系統 無統一系統 電子公文檔

案管理系統

文件格式

（文字檔）

Microsoft, 

PDF/A

Microsoft,  

PDF

PDF/A Text, PDF/A PDF/A 尚無 PDF XML, PDF,  

ODF

數位化格式

（文字影像

檔）

TIFF TIFF保存

JPEG流通

微縮保存

TIFF流通

TIFF保存

JPEG流通

TIFF保存

JPEG流通

微縮

JPEG400

JPEG, TIFF, 

PDF, WDL, 

PNG

交換標準

XML XML

(PRONOM)

XDOMEA、

xbaRCH

(XML)

XML  XML 文獻未見 文獻未見 XML

安全機制

Checksum Hash 尚無 DIR Checksum 尚無 尚無 Hash電子簽

章數位憑證

Checksum

電子檔案移

轉方式

（紙本） 離線媒體 離線媒體 線上移轉 離線媒體規

劃線上直接

歸檔

（紙本） （紙本） 離線媒體

(規劃試做

線上移轉)

電子檔案移

轉年限

25年 30年 規劃修法從

30年提前至

2-5年

10年 規劃修法從

20年提前至

8年

規劃修法從

100年提前

至30年，但

與電子化無

關

規劃提前至

5年鑑定

25年

採用MoReq 未採用 部分機關 部分機關 未採用 規劃相容 未採用 未採用 未採用

PLANETS成

員

不是 是 不是 是 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OPF成員 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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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建議

第一節　結　　論

本研究先從歐盟電子文件紀錄與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二項重要

的跨國計畫進行探討，復就歐洲6個國家及歐盟執委會本身對電子

文件紀錄管理與電子檔案管理政策與實務推動現況進行了解，並與

我國政府文書與檔案管理情形進行比較分析，茲於本章歸納相關研

究結論。

一、歐盟MoReq與PLANETS是具前瞻性與領導性的規範與計畫

歐盟電子文件紀錄規範MoReq與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取用

PLANETS二項計畫，確實是面對資訊時代及各國政府正推動電子化

政務的重要關鍵議題，歐盟以其眾多會員國龐大的力量為基礎，發

揮多國合作、異業結盟的加乘力量，讓屬於機關日常公務的議題及

屬於檔案館、圖書館等文化紀錄資產長期保存與長期取用的問題，

在上游的規範與下游的策略與技術間巧妙結合，相關規範、模式、

技術與完成之工具，不但引起歐洲甚或世界各國的重視，且因以開

放性系統與自由軟體市場的資訊價值趨勢，讓研究成果形成跨國界

的人類共同資產，使大家可以現有成果為基礎出發，分享運用已建

構的知識與成果，得以更進一步的創造與研發國際間有關電子文件

與電子檔案管理尚待解決的課題。

二、歐洲國家運用二項計畫成果之情形尚須持續觀察

本計畫除實際了解歐盟執委會本身對二項計畫的運用現況，

並拜訪英、德、瑞士、荷蘭、比利時、愛爾蘭6個國家，了解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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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件紀錄管理與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取用及運用二項計畫成果之情

形，結果發現歐盟執委會與歐盟計畫間並未同步，而係由執委會依

需要自行規劃相關作法。其他國家除原已參與計畫者外，實際運用

MoReq及PLANETS的成果者，目前尚屬少數，有可能是因為MoReq2

的版本過於複雜，而PLANETS計畫才剛完成，相關成果與工具仍陸

續包裝與釋出中。但相當多國家對MoReq2010抱持期待的態度，同

時亦極關注PLANETS的後續發展。

三、歐洲電子文件檔案管理模式

在這些歐洲國家中，以瑞士推動的電子文件檔案管理政策最為

積極全面，不但有相關規範，且已完成文件紀錄與國家檔案線上

管理流程整併，提供上下游整合的單一系統給各機關使用，期於

2012年全面落實各機關公務文件無紙化，2013年起，國家檔案移

轉全面採線上進行。當然，瑞士後續發展是否能如目前政策方向落

實仍待觀察，然政府能結合民意機關與政府機關之法律與政策，進

行如此重大之決策，值得喝采，宜繼續注意其未來發展動向。

荷蘭國家檔案館對電子檔案長期保存之參與及技術研發向來積

極，雖然眼前須處理800公里龐大的機關待移轉檔案積壓事項，但

本次拜會負責荷蘭文書檔案政策的內政與王國關係部，對此議題

已有相當深度的涉入及了解，預定2015年提出一個以建置國家紀

錄資訊中心的計畫，打破實體檔案屆期移轉的作法，規劃以雲端技

術，讓文件於辦畢歸檔階段，即集中納入國家共同的數位資訊儲存

系統，而非存在於個別機關系統，以因應後續線上管理、取用與虛

擬移轉事宜。該計畫目前仍屬構想階段，後續亦宜持續關注。

英國及德國二個超級強國，其文書檔案管理政策與規範極為周

詳完整，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參考，但因採用規範式而非強制式的

推動方式，目前雖已有電子紀錄移轉經驗，惟對國家資訊集中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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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政務全面採線上作業及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可能性等議題仍有

疑慮，短期內應會維持雙軌方式進行。

相較而言，比利時、愛爾蘭二個國家對於電子文件紀錄與電子

檔案整合的議題，尚未形成任何正式文件或計畫，僅在相關規範中

提醒公務人員應注意電子紀錄的日常管理，但就正式公文、歸檔案

件或檔案移轉事項，則偏向信賴紙本的效力與安全，仍以傳統紙張

做為公務紀錄與檔案管理的主體。

綜合上述，歐洲6個國家電子文件紀錄與電子檔案管理之發

展，可區分為三種類型：

整合型

如瑞士及未來的荷蘭，屬於整合性的文檔合一流程思考

模式。整合文書與檔案管理完整生命週期的管理流程，提供

單一系統或規劃集中式的國家紀錄資訊中心。

雙軌型

如英國、德國，審慎因應目前實體檔案與電子檔案的需

要，持續研發及關注資訊科技的突破與發展。現階段將電子

政務之流程與國家檔案接收流程區分，同時接受紙本與電子

形式之檔案。

傳統型

如愛爾蘭、比利時，仍以傳統紙本為主要管理模式。相

信紙本仍是最可信賴的紀錄載體，電子化政務著重為民服務

層面，就檔案保存的角度而言，無論來源形式為何，皆須轉

印為紙本後，才能進入公務體系的承辦與歸檔管理流程。

四、 歐洲電子文件紀錄管理發展趨勢

雖然歐洲各國推動電子紀錄與檔案的發展情形不同，但從歐盟

相關計畫的未來發展方向及各國預定執行、規劃或爭取的計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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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仍可歸納歐洲對於電子文件紀錄管理的未來發展趨勢如下：

整合性

電子文件紀錄與電子檔案管理系統將朝向系統整合的方

向發展，整合的作法可能包括機關內文件與歸檔紀錄的整

合、機關紀錄與國家檔案館移轉的整合、或直接以集中方式

管理機關與國家的數位檔案資訊。

標準化

電子文件紀錄與電子檔案管理的規範、模式、詮釋資

料、資訊格式、交換格式等，將朝向國際標準如ISO15489, 

ISO15836, ISO23081, ISO2082等規範發展，以提升管理效

能，並避免不必要的資訊轉換與耗費成本。

開放性

相關系統將朝向符合ISO國際標準的開放性檔案資訊系

統模式(OAIS)發展，從本次拜訪之機關與學者專家之看法，

及各國目前已發展系統之現況，可以判斷未來資訊系統之建

置，應仍以符合OAIS模式為基礎要件。

模組化

從MoReq2010的發展趨勢，可看出文件紀錄管理之系統

規格，朝向模組化的發展，文件紀錄的管理需求與功能應保

持增刪彈性，使相關標準或規範使用者可以依組織個別需求

發展系統，卻又能符合便捷交換與符合紀錄管理基本原則的

核心功能。

互通性

為便捷不同組織間紀錄資訊的交換、傳遞與移轉，未來

系統建置除考量標準化與開放性之外，對於與其他組織之互

通性將成為跨組織互動分享或合作的前提。

複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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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的發達，許多紀錄管理政策或資訊

系統似有朝向以電子化為主導的趨勢，但從MoReq的未來發

展重點中，我們看到實體紀錄與電子檔案被視為同等重要，

在許多歐洲國家的發展上也看到傳統紀錄與電子紀錄複合

(hybrid)管理的政策，顯見如何傳承新舊紀錄及確實面對實

體紀錄與電子紀錄的不可替代性，應是面對資訊時代及電子

化政務推動時，心中應有的基本價值認知。

技術鑑定導向

由於電子紀錄不斷增長，為確保資訊安全及長期可被讀

取，技術鑑定的發展在文件紀錄管理領域已漸受各國重視，

但目前偏向採總數檢核的簡易功能，是否足以確認文件移

轉、轉置等前後數位物件的正確無誤，應再深入探討。另各

國目前普遍對數位憑證、電子簽章與封裝技術抱持質疑的態

度，認為會使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問題愈趨嚴重，後續如何

發展技術鑑定的適切方法，以確保檔案長期安全，應是未來

各國資訊技術研發單位尋求解決方案的重點。

移轉年限提前

因應電子檔案生命週期及其儲存媒體老化的速度與傳統

紙張不同，已有相當多國家提前或規劃提前進行檔案鑑定及

移轉，由於各國公務電子紀錄勢必日漸增長，如何面對及因

應此一問題，將成為電子紀錄長期保存是否成功的關鍵，亦

才能避免電子形式紀錄至移轉年限屆滿時已無法讀取之困

境。

五、歐洲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發展特性

在歐盟跨國計畫的積極發展與推波助瀾引導下，歐洲電子檔案

長期保存的技術與策略已有豐碩的成果，從PLANETS計畫及各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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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採用的方法，可以歸納下列發展特性：

整體的計畫面度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宜就組織需要、媒體類型、館

藏特質及相關資源等面向，進行全面性的評估與規劃，

PLANETS計畫特別之處在於提供計畫工具，協助有意應用者

先行評估及規劃，以建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應有面度。

簡易的保存策略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包括轉置、模擬、封裝、系統保

存等方法(歐陽崇榮, 2007)，在PLANETS計畫中大致皆有涵

蓋，並提供許多免費工具，歡迎有興趣者下載使用。但觀察

歐洲六國使用之策略則多以轉置為主，僅荷蘭再結合模擬技

術作為組合，顯見目前歐洲國家檔案館認為就效益平衡的角

度而言，轉置策略是最適切的方法，模擬技術只在必要時使

用。

整合的協作測試

跨國、跨界、跨域、跨機關協力合作，是PLANETS成就

的發展典範，而建置及提供測試平台，免費提供各界測試及

評估使用，PLANETS又創造另一個審慎評估電子檔案長期保

存策略的標竿。概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與取用，涉及高度的資

訊技術研發及龐大的資源投入，需要站在巨人肩膀上以傳承

及創造更多的知識與智慧，PLANETS以協作及評估測試的觀

點引入，避免資源重複投資浪費，是各國在規劃及採取行動

前，應有的觀念認知與行動策略。

重視風險評估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與取用的問題，其實就是針對可能的

管理風險提前因應，PLANETS計畫的統籌機關大英圖書館，

特別強調PLANETS未來發展將以強化風險評估的觀念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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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並將引進更多的國際標準作為規範。各國檔案機關亦

應建立風險評估觀念，作為推動相關策略時，持續因應或修

正策略的輔助。

強調持續研發

誠如歐洲許多機關或學者專家所言，電子檔案管理策略

仍未有完善的長期保存或長期取用方法，但長期保存與取用

議題卻是各國不能不面對的重要課題，未來各國文書檔案管

理政策機關與檔案典藏服務機關勢必共同合作，以過去的成

果做為基礎，秉持分享開放的態度，持續投入研發經費，繼

續為人類尋求未來數位資訊定位的解答。

六、我國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特性

依據第五章的比較分析，我國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管理的發

展，相較於目前歐洲發展情形，具有下列特性：

我國地狹人稠，檔案服務人力相對偏低

由於各國國土規模不同，為便了解相對概念，茲以前章

第一節之各國人口密度除以第二節之國家檔案館人員數，

做為以每平方公里為單位的檔案服務人口比。計算結果，英

國每單位每位檔案人員平均服務0.4人；德國服務0.28人；

瑞士服務3.11人；荷蘭服務2.24人；比利時服務1.37人；愛

爾蘭服務1.47人；我國服務5.74人。我國相對服務人口比最

高，檔案服務人力相對偏低，且歐洲各國國家檔案局（館）

管轄範圍未必包括地方政府，如增列地方檔案館檔案管理人

力，服務人口比勢必相對降低，服務人力相對提升。

我國文書及檔案管理朝向行政端整合

我國文書政策與檔案管理機關分屬行政院、行政院研考

會及檔案管理局，未來組織改造，檔案管理局將移入目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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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研考會電子公文等相關業務，改隸國家發展委員會，因

與文書上游端整合，與歐洲國家多數將國家檔案主管機關定

位為文化服務機關的屬性不同。

我國缺乏國家檔案館設施

歐洲國家無論管轄體制是否涵蓋地方，至少擁有一座具

有規模的總館，部分國家並另有1個到十餘個分館或典藏處

所，反觀我國迄今尚無國家檔案館，亦無分館或永久典藏場

所，至民國104年雖規劃有新莊副都心國家檔案中心的永久

典藏空間，惟容量只有30公里，就管轄範圍涵蓋中央及地方

機關，目前待移轉的典藏需求已超過130公里34而言，差距

甚遠。就長遠發展需要，政府應支持興建我國第一座功能完

備的國家檔案館，以典藏及開放我國重要的施政紀錄，彰顯

政府施政開放透明的形象。

我國電子文件管理政策無強制性

歐洲各國除比利時未提供規範外，概皆有針對原生電子

形式文件紀錄的相關規範或政策提供各機關遵循參考，其中

以瑞士最具強制性，落實承辦、歸檔與移轉全程電子化線上

作業。我國雖已將文書與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整合，但

如同大部分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屬行政規則之法制位階，並

無強制性或相關強制措施。

我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涵蓋多種策略

歐洲各國對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傾向簡易，除荷蘭尚

結合模擬技術外，大都以轉置作為主要策略，避免在國際間

尚無具體解決方案前，耗費過多資源。我國雖以實作轉置為

主，目前發展包括轉置、模擬、系統保存、修復與驗證的長

期保存技術平台，且於2011年成立技術服務中心，協助機

34 參考檔案管理局內部文件「國家檔案館舍空間發展策略」計算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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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解決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問題，相較積極而多元。且就個別

國家而言，亦相對投入較多資源，歐洲國家對於長期保存技

術的發展，係透過歐盟跨國計畫如PLANETS共同合作，尚無

單一國家逕行發展多項技術之情形。

我國電子公文檔案系統採用驗證機制

現階段多數歐洲國家並無發展統一的電子文件紀錄系統

或辦理規格驗證，歐盟針對執委會內部有統一的ARES文件

管理系統，瑞士則建置GEVER系統銜接聯邦檔案館的AIS、

DIR與IDA線上系統，從文件簽辦、歸檔到移轉，全程採線

上方式作業。我國則依頒定之規範，區分不同詳簡版本規

格，建立系統驗證機制，開放機關或廠商申請驗證，屬鼓勵

性質，無強制性。此種驗證機制之作法與本研究歐洲國家不

同。

我國電子文件及電子檔案格式提供較多選項

相較於歐洲電子文件及檔案格式以儘量簡化統一為原

則，我國在文字檔及文字影像檔案格式的規定，相較提供較

多種選擇，將來檔案管理局也可能相對面臨較複雜的檔案移

轉格式接收與轉置處理成本。我國迄今尚未將已為歐洲學者

專家視為文字格式長期保存可能解決方案的PDF/A納入規範

考量，宜進一步關注此格式之發展。另就交換標準而言，我

國則與歐洲國家一樣，皆採用XML為發展標準。

我國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安全機制較為複雜

歐洲國家對於電子紀錄的安全機制亦皆傾向簡易，採用

如總數檢核或雜湊值的方式檢視處理，擔心過於繁複的安全

機制，反造成未來長期保存的負荷。我國目前採取雜湊值、

電子簽章、數位憑證與總數檢核等方法，結合封裝技術，以

確保檔案紀錄真實與完整的作法，正是歐洲學者專家所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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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是否表示我國應重新思考檔案安全機制與保存技術

的作法，抑或我國目前採行的電子檔案安全機制與為利長期

保存的封裝技術作法，較為前瞻周延且足以傲視其他國家，

尚待進一步評估研究。

我國尚無電子檔案移轉經驗，亦無提前移轉之規劃

歐洲國家目前有電子檔案移轉經驗者有英國、德國、瑞

士與荷蘭，其中瑞士並已採線上方式移轉，另外針對電子檔

案的移轉年限，德國、瑞士、荷蘭已規劃提前，而愛爾蘭有

提前進行鑑定的規劃。我國迄今尚無電子檔案移轉經驗，亦

未就電子檔案部分，有提前移轉年限或提前進行鑑定的具

體規範，相較於我國對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的多元發展，

及規劃對機關電子紀錄長期保存的積極輔導，似缺乏對稱關

係。目前雖已規劃試做線上移轉及對保存技術不足部分有得

提前移轉之機制，後續仍宜就電子檔案移轉年限等政策面與

線上移轉實務面的連結度與優先順序，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我國對相關國際事務缺乏參與

歐洲國家大致積極參與歐盟或跨國的電子文件紀錄規範

或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計畫，雖然在此次訪問中，檔案機關

只有荷蘭國家檔案館，國家圖書館則有英國大英圖書館與荷

蘭的國家圖書館決定繼續參與PLANETS的接續組織OPF基金

會，其他歐洲國家或相關組織機構仍持觀望態度，但其對相

關議題的關注或其他相關計畫的參與仍十分積極。反觀我國

檔案管理局，因兩岸政治因素的影響，迄今難以加入國際性

檔案組織，且對國際交流或國際合作事務的參與，因年度經

費的限制，交流層次僅限於一年一次的國外考察及為數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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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會議 。35

第二節　建　　議

如同前面章節所述，我國電子文件紀錄與電子檔案管理的相關

政策，在2010年間有幾項重大發展：

一、2010年1月行政院頒布「電子公文節能減碳推動方案」，預

定至2012年12月31日止，擴大實施公文電子化處理，減紙

30%，並鼓勵機關實施公文線上簽核作業，達成公文處理全程

電子化目標。

二、2010年5月及12月行政院修正頒布「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

業規範」，整合文書處理與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規定進

行文書與檔案管理作業電子化及實施公文線上簽核等作業之系

統規範及要求，協助機關發展建置公文檔案管理整合系統。

三、2010年8月檔案管理局啟用「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實驗室」，以

研發轉置、模擬、系統保存等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相關技術與工

具，並進行實作與驗測，訂定標準作業程序及驗測方式，提供

機關參考，並於2011年4月成立技術服務中心，提供諮詢及協

助各機關處理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問題。

這三項政策發展，顯示我國在電子文件紀錄與電子檔案管理的

發展與歐盟及部分歐洲國家幾乎同步，在政府機關內部推動公文線

上簽核機制，並要求機關建置公文檔案整合系統，並於下游國家檔

案中，使用歐盟開放性軟體工具及自行研發相關技術及工具，以實

作及驗測為基礎，再以諮詢服務及協助處理方式，擴散技術工具影

響與使用。在整體發展進度上，我國甚至較部分歐洲國家進步且積

35 我國檔案管理局成立迄今近10年的期間，自2010年起始有參與國際會議的經驗，議

題皆與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有關，包括2010年邀請國外學者自行辦理的研討會、派員

參加在瑞士召開的第八屆數位檔案歐洲會議（The 8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Digital 

Archiving）及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的相關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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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為使我國在整體檔案管理制度及電子文件紀錄與電子檔案管理

發展的政策與作法，更加正確而穩健，參酌本次參訪研究之歐盟

及歐洲國家之相關作法，提出幾項建議，作為我國在後續推動上參

考。

一、強化檔案服務人力與館舍設施

相較於歐洲國家或其他先進國家，我國整體檔案管理之單位服

務人力偏低，且迄今尚無永久性與具規模的國家檔案館舍，在國際

交流時難免相形見絀，影響國家重視政府施政紀錄及開放透明之形

象與決心，呼籲政府應予重視，並提供相關資源，建置健全之檔案

服務人力與國家檔案館體系。

二、平衡文書檔案在行政流程與國家資產之功能

由於近來文書檔案電腦化規範合一政策的推動及行政院組織改

造的影響，我國檔案管理制度朝向公文簽核、文書管理等行政流程

整合的方向發展，對政府電子化政務的效能應有正面提升功能，惟

文書處理與公文管理，涉及各機關業務屬性及流程差異甚大，勢必

吸納龐大資源方能順利整合推動，如缺乏完善規劃與對資源的妥善

分配，可能排擠檔案成為國家紀錄資產後，在保存整理、推廣應用

與研究加值功能上所需的資源，需要相關主管機關與資源提供機關

平衡二者之資源需求，兼顧行政效能與國家資產功能的平衡發展，

才是國家之幸。

三、加速建立檔案管理國際化與標準化機制

我 國 檔 案 管 理 制 度 目 前 採 用 的 國 際 標 準 包 括 三 項 ， 一

為在2005年確立國家檔案描述紙本部分採用EAD（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特殊媒體部分採用VRA（Visu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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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並將其中文化，以作為國家檔案管理系統建置

與實體描述依據（檔案管理局，2006）；其次為近年來持續以

ISO27001標準，建立及推動檔案系統之資訊安全認證機制（檔

案管理局，2010）；另一項則是前面章節所提，在2010年間將

ISO15489檔案管理規範中文化與取得CNS國家標準，對檔案管理國

際化與標準化作業已投入相當心力並陸續建立中。其中甫於2010

年頒布的CNS15489國家標準，為我第一部檔案管理國家標準，其

與已施行多年的檔案管理相關法令、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及相關

規範之關係，則缺乏進一步的檢視與相互連結，後續如何介接整合

並推出具體推廣計畫，尚須努力。

此外，本次研究的MoReq2010規範在國內仍乏人注意，在亞洲

國家如中國、日本及韓國等則已陸續取得翻譯授權。我國文書及檔

案管理電腦化規範目前業經整合，在模組化的發展或功能彈性的提

升上，應可進一步參酌MoReq2010的未來發展，必要時，亦得先取

得翻譯授權，進行中文化比較分析，讓我國的文書管理規範得與國

際接軌。還有，其他在參訪過程中陸續被機關或學者專家提到的開

放性檔案資訊系統模式(OAIS)、紀錄管理原則（ISO23081）與紀錄

管理之軟體需求規範（ISO2082）等，對國內相關制度有無助益或

有無沿用價值等，亦可進一步研究評估，以加速建立我國檔案管理

標準化與國際化的機制。

四、審慎評估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格式選項

相較於歐洲國家而言，我國電子文件格式規範允許較多樣的選

項，是否反而造成未來電子檔案接收與解讀之複雜及困難，宜審慎

思考。歐盟及歐洲國家概以國家檔案可接收及可處理的角度，定義

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格式，格式傾向單一而簡易，且多數國家已密

切注意PDF/A格式的發展，甚至將其視為文字影像類電子檔案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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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解決方案，我國則尚未將PDF/A格式納入規範考量與討論，

後續亦宜進行整體審慎評估。

五、適切評估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風險因素與安全機制

我國目前正積極推動各機關公文線上簽核機制，並限時明訂機

關公務文件的完成比例，尚缺乏電子檔案保存風險評估的機制與

觀念，亦未針對檔案價值、保存年限與電腦軟硬體有效性等建立關

係，以進一步指導機關判斷何類文件或何種保存年限適合進行線上

簽核，而進行較為妥適之規劃。目前僅提示機關考量傳輸數量、檔

案容量及要求完成比例，可能造成機關為達成預定目標，而盲目進

行線上簽核作業，反造成日後長期保存與解讀的困難與風險，而須

於未來另投入更多資源尋求解決方案。此種我們不樂見的現象，恐

亦違反此政策背後蘊含節能減紙的宗旨，且易遭致外界批評政府缺

乏長期政策發展思維，僅關注短期而表面數字假象之嫌。而此一作

法與多數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德等大國對於電子文件檔案的審慎

態度差距甚大，後續宜引進並強化風險評估機制，指導正確觀念，

讓公務效能與文件紀錄保存問題，取得妥適的平衡。

另外，目前我國頒定的文書處理手冊中提示線上簽核如採取電

子認證方式，應依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辦理，該規範規

定，電子檔案應採用詮釋資料、簽核資訊與文件內容等逐級封裝的

技術，並結合使用數位憑證與電子簽章，以確保檔案的真實與完

整，本研究參訪之歐洲國家機關代表與學者專家，對於封裝技術、

數位憑證與電子簽章作法多數提出質疑的觀點，認為將增加日後電

子檔案解讀的困難與負荷，故多未在其國家強制採用推行。而封裝

技術、數位憑證與電子簽章雖已於我國推行一段時日，惟為使相關

作法及未來發展能更正確穩健，宜再多參考國際間的最新文獻與其

他非歐系國家的推動經驗，並結合更多不同領域學者專家的知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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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尋求解答，為我們現在的作法找到肯定的依據，或儘早修正為適

切的作法。

六、強化電子檔案鑑定技術與評估移轉年限

目前歐洲各國對於電子檔案的鑑定技術趨向簡易，但有日漸受

到重視的趨勢，在內容價值方面採用與傳統實體檔案一致的觀點與

作法，但對技術上則須採用總數檢核或雜湊數等方式處理。我國尚

無電子檔案移轉經驗，目前在相關規範中雖已有技術鑑定的規定，

惟如何結合目前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實驗的成果，進行強化與試行推

動，宜持續發展。

另外，有關電子檔案的移轉年限，我國目前係採取與實體檔案

一樣，皆規定永久保存之檔案於屆滿25年後進行移轉，本研究多數

歐洲國家不是已修正提前移轉年限，就是正進行規劃討論，甚且有

建立全國共用的國家電子紀錄中心的想法。由於電子檔案具有軟硬

體失效的風險，25年確實不是目前各國或業界能保證有效的時限，

為確保電子檔案之安全，我國應正視移轉年限問題或規劃配套機

制，以免造成日後電子檔案移轉時已無法讀取的困境。

七、審慎評估並適度展現我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與成果

歐洲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傾向簡易，概以轉置作為核心策

略，以平衡資源的投入與效用，我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雖以

實作轉置為主，研發及推廣至各機關的範圍尚包括模擬、系統保

存、修復、驗證等策略，相較多元而複雜。2010年成立的電子檔

案長期保存實驗室，相較於本研究的歐洲國家更屬創舉，除對我國

的相關研發成果感到欣喜與驕傲外，仍應注意在政府資源有限的前

提下，審慎客觀評估我國目前發展方向的正確性與可行性，確立我

國最適切的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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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於歐盟PLANETS計畫的成果與陸續釋出的自由軟體與

工具，應持續關注與運用，使我國能在歐盟已結合各國菁英所研發

的智慧基礎上，創造與提出更完善的解決方案，俾能進一步回饋分

享至國際間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與取用的專家社群領域，展現我國在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努力成果與實力。

八、積極參與檔案國際事務

我國因兩岸政治情勢的影響，在國際事務的參與上確實受限，

惟如能提供較多的經費支援，透過國際會議的主動參與、鼓勵學界

或檔案業界進行論文寫作與發表、舉辦國際研討會等方式進行互動

交流，勢必能在國際組織正式會員的管道外，開闢我國與世界各國

在學術面與實務經驗面的交流機制，除可拓展提升我國相關制度或

政策推動品質，交流與調和出更適切的實務推動作法外，亦可藉此

機會展現我國的發展與實力，讓我國的成果得於世界發光。

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建議

本研究限於篇幅及時間，無法全部完成於研究過程發現的問題

與議題，故就所見，提出進一步研究的建議，期待學界及業界能投

入心力，提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一、重新詮釋文件生命週期理論

過去文件生命週期的觀念著重在文件紀錄的使用頻率與行政效

用，故以現行(active)、半現行(semi-active)及非現行(inactive)文書

（薛理桂, 2004）作為文件不同生命階段的區分，然而，在原生電

子形式中，文件生命週期的概念除使用頻率與行政功能外，尚須考

量軟硬體設施與儲存媒體的有效性。雖然本研究多數歐洲國家仍以

檔案生命週期作為電子檔案管理思維的主軸，惟MoReq的電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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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英國數位連續體的觀念、德國建構的創新文件生命週期

觀點、瑞士提前至10年移轉的資訊生命週期作法、荷蘭預定以雲端

技術規劃建置的集中式國家紀錄中心，似皆透露過去以使用頻率與

行政效用，作為劃分文件紀錄存毀或移轉為主要觀念的傳統文件生

命週期理論，應重新詮釋思考，加入資訊時代的元素。

而回顧我國檔案管理局近2年來的相關委託研究亦著重進行生

命週期的運作與導引，是否確實符合整個政府電子化政務的推展及

符合電子文件檔案長期保存與取用的需要，尚待學術界進一步研究

探索，重新詮釋出更適合電子資訊時代的文件紀錄管理理論。

二、部分歐洲國家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本研究發現英國與德國對於電子文件及電子檔案皆提供詳細的

規範，卻採取非強制性與審慎的執行策略。尤其英國受訪人員的態

度與多年前推動無縫流程的政策差異頗大，其間發展的轉折與相關

影響因素應進一步研究探索。此外，瑞士一馬當先的全程電子化作

業目前仍在推動期間，成敗未知，後續發展值得關注。荷蘭對未來

的規劃具有結合雲端科技及建置全國性資訊紀錄中心的企圖，惟相

關計畫需至2015年方能提出，屆時亦可保持關注。

三、宜進一步比較歐洲與其他國家的差異

本研究僅就所參訪的歐洲國家進行比較分析，無法代表國際間

發展情形的全貌，後續宜就其他國家在電子文件紀錄與電子檔案的

發展關係，進行進一步的研究與比較分析，才能使我國對於國際間

的實際發展有較完整的了解。

電子文件紀錄與電子檔管理的議題不僅是檔案典藏機關的問

題，也是政府日常施政業務是否具有管理效能、施政紀錄是否具備

法律信證效力的問題，更涉及未來世代對政府整體施政軌跡能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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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掌握、國家紀錄資產歷經長時儲存會否消失的隱憂，宜由文書及

檔案管理的政策機關嚴肅面對，彼此合作，結合學界與資訊業界的

能量，並持續投注資源研究發展，以作為政策推行的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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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對象（依參訪順序排列）

國家（城市） 機構名稱 日期 訪談對象

1. 愛爾蘭都柏林
(Dublin, Ireland)

愛爾蘭國家檔案館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Ireland)

6/28 1. Mr. David Craig, Director
2. Mr. Tom Quinlan, Head of 

Records Acquistion

愛爾蘭國家圖書館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Ireland)

6/29 1. Ms.Fiona A. Ross, Director
2. Ms. Geraldine Wilson, Head 

of Information System 
Department

3. Mr. Eoghan O’ Carrag’ain, 
Systems Librarian

4. Ms. Elizabeth Kirwan, 
Assitant Keeper I

5. Ms. Sandra Mc Dermett

愛爾蘭財政部管理與組織
發展中心

 (Center for Management & 
Organisatio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Finance, 
Ireland)

6/30 1. Mr. Tedgh O’Leary
2. Mr. Enda Holland

2. 英國愛丁堡
(Edinburgh, UK)

蘇格蘭國家檔案館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cotland)

7/2 1. Mr. David Brown, Head of 
Collections Development 
Branch

2. Mr. Grayham Mount, digital 
Access Manager

3. Mr. John Simmons, Records 
Manager and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蘇格蘭政府資訊服務處
(Information Service, The 
Scottish Government)

7/2 1. Mr. Ben Plouviez, Head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2. 1 Ben’s colleague

英國格拉斯哥
(Glasgow, UK)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人文科
技與資訊學院

 (Humanities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Institute (HATII) at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7/5 1. Professor Anrew Prescott, 
Director of Research

2. Dr. Ian G Anderson, Senior 
lecturer

3. Dr. William Kilbride FSA, 
Executive Director, Digital 
Preservation Coalition

4. Ms. Kellie Snow, Preservation 
Resources Officer

英國倫敦
(London, UK)

英國國家檔案局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7/ 7 1. Mr. Tim Gollin, Head of 
Digital Preservation

2. Ms. Trish Humphries, Head 
of 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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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文件生命週期論壇秘
書處

 (Secretariat to the DLM 
Forum)

7/8 Mr. Martin Waldron, Chairman 
of MoReq Governance Board

大英圖書館
 (The British Library)

July 
12

Mr. Clive Billenness, PLANETS 
Programme Manager

3. 比利時布魯塞爾
(Brussels, 
Belgium)

歐盟歷史檔案館
 (European Commission- 

Historical Archives)

7/15 
上午

1. Mr. Hatto Kaefer, Chef de 
Secteur, Archives Historiques

2. Ms. Luisa Palla, Archivist, 
Historical Archives

3. Mr. Hans Kemme, Archivist, 
Historical Archives 

歐盟秘書總處
 (European Commission- 

Secretariat-General)

7/15
下午

1. Mr. Peter Handley, Head of 
Unit SG. B1 Administrative 
Modernisation, Secretariat-
General

2. Mr. Mattias Hallin, Archivist, 
e-Domec and Archives, 
Secretariat-General

比利時國家檔案局
 (State Archives of Belgium)

7/16 
& 

7/19

1. Mr. Dr. Karel Velle, Director 
General

2. Ms. Dr. Karin Van Honacker, 
Chef de la section 3, 
Relations externes et 
communication

3. Mr. Dr. Pierre-Alain Tallier, 
Chef de section, Archives 
contempporaines

4. Mr. Dr. Marc Libert, Chef de 
section, Section Service au 
public et Archives d’Ancien 
Regime

5. Mr. Dr. Claude de Moreau de 
Gerbehaye, Head Department 
III, Louvain-Neuve(新魯汶分
館)

6. 1 colleague in Louvain-Neuve

4. 荷蘭海牙
(Hague, 
Netherlands)

荷蘭內政及王國關係部資
訊及紀錄管理處

 (Information and Records 
Managemen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Kingdom 
Relations, Netherlands)

7/21
上午

1. Ms. drs. Kato Vierberge, 
Senior Coordinerend 
Beleidmedewerker

2. Ms. Madeleine, Ministry of 
Health, Welfare &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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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Netherlands, KB) 

7/21
下午

1. Frederique Vijftigschild, MSc,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2. drs. G.(Gerard) M. van Trier, 
Directiesecretaris

3. Ms. Dr. Hildelies Balk, 
Head of European Projects, 
Research & Development 
Division

4. Ms. Barbara Sierman MA, 
Digital Preservation Manager, 
Research & Development 
Division

5. Mr. Bram van der Werf, 
Director, OPF(至KB訪談)

荷蘭國家檔案館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Netherlands)

7/22 1. ir.J.（Jeroen）van 
Luin, Projectadviseur/
informatieanalist

2. drs.B.J.（Bodien）Abels, 
Beterdsstaf

3. Ms. Basonia, Senior Officer, 
Digital Preservation

4. Mr. Boom, Volunteer for 
Service

5. 德國科隆
(Cologne, 
Germany)

德國科隆大學人文電腦科
學系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Cologne)

7/26 Prof. Manfred Thaller, chair

德國科布倫茲
(Koblenz, 
Germany)

德國聯邦檔案局
 (Koblenz,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Federal Archives)

7/27 1. Prof. Dr. Hartmut Weber, 
Prasident des Bundesarchivs

2. Dr. Sebastian Gleixner, 
Archivrat z. A. Stabsstelle

3. Dr. Andrea Hanger, 
Archivdirektorin, Leiterin des 
Referates B1a

4. Ms. Kerstin Schenke, 
Archivamtfrau, 
Sachbearbeiterin im Referat 
b1a, Bundesarchiv

5. Mr. Joachim Rausch, 
Regierungsamtmann, 
Schbearbeiter im Referat Z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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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法蘭克福
(Frankfurt 
am Main, 
Deutschland, 
Germany)

德國國家圖書館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7/28 1. Reinhard Altenhoner, Leiter 
Informationstechnik

2. Mr. Tobias Steinke, 
Informationstechnik

3. Ms. Maren Brodersen, 
Informationstechnik

4. Ms. Christine Frodl, 
Arbeitsstelle fur 
Standardisierung

德國弗萊堡
(Freiburg, 
Germany)

德國弗萊堡大學電腦中心
 (The Computing Center of 

University of Freburg)

7/30 1. Prof. Dr. Gerhard Schneider, 
Direktor RZ und CIO der 
University

2. 3 Researchers in PLANETS’ 
team

6. 瑞士伯恩(Berne, 
Switzerland)

瑞士聯邦檔案館
 (The Swiss Federal 

Archives)

8/2 1. Ms. Krystyna W. Ohnesorge, 
Ressortleiterin and her 3 
team members

2. Ms. Adelheid Jann, 
Ressortleiterin 

3. Mr. Peter Fleer, Stv. 
Ressortleiter

4. Ms. Stephanie Rey

瑞士聯邦行政處
 (Swiss Federal 

Administration)

8/2 Jeremie Leuthold, Chef de 
Service, Archives Federales 
Suisses AFS

瑞士電子化政府辦公室
(eGovernment Schweiz ist 
ein gemeinsames)

8/2 Ms. Astrid Strahm, Programm-
Monitoring

瑞士聯邦圖書館
 (The Swiss Federal Library)

8/3 1. Ms. Marie-Christine Doffey, 
Directrice

2. Ms. Genevieve Clavel-Merr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3. Ms. Barbara Signori, 
e-Helve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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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紀錄（依參訪順序排列）

※本紀錄內容係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所作之要項紀錄，為保持原

貌，故有中英文混用之情形。

一、愛爾蘭國家檔案館

時間：2010/06/28 

受訪者：Mr. David Craig, director

Mr. Tom Quinlan, head of records acquisition and description

1. 全館四十餘人。

2. 隸屬於觀光及運動部門之下。

3. 本建築原為biscuit factory，再經過整修；另有一處典藏處

所。

4. 每天約一百人次使用檔案。

5. 只徵集移轉各機關認為可以開放大眾使用的檔案，任何機

密檔案都留在政府機關，解密之後才移轉。

6. 移轉檔案前先賦予NA的編號，並提供無酸檔案盒要求機

關依規定整理及標示後才移轉。

7. 不會重新分類，但是會重新編目。採ADLIB的metadata，

目前以微軟的檔案格式建檔，正在處理轉入資料庫之工

作，以便開放至web供查詢；目前主要提供書本式及卡片

式的目錄供查詢。有非常早期的紙本式目錄(如犯人名冊

等)，目前採用ISAD規則，可與EAD互通。

8. 使用者先申請閱覽證，申請處並有檔案人員輪值提供諮詢

服務。

9. 入館前先將個人物品留置物品間，物品間備有桌椅可以兼

作使用者的休息與咖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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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閱覽室提供原件以及微縮片閱覽、複製服務。

11. 族譜、家譜有專人提供諮詢服務，並蒐集提供許多有關家

(族)譜的出版品及研究資料。

12. 使用者用書面申請書提出申請，館員當場查詢電腦後產出

三聯單，分別做為使用者存根、工作人員調檔及櫃檯留存

之用。

13. 書庫區採密集式，但是使用灑水式消防系統。主要典藏紙

本、大型工程圖、建築圖、捲軸；修護師也主要以紙本修

護為主，有珍藏早期之羊皮書。

14. 檔案展覽較著重網路展示，每年亦皆定期製作檔案複製品

至各郡巡迴展出。

15. 電子檔案政策仍發展中，須接受財政部CMOD(The Centre 

for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的資訊技術

協助與指導。

16. NAI是DLM的成員，關注PLANETS及MoReq的發展，但是

未參與及採用，主要原因仍在於財政部的政策方向與是否

支持。

17. 2009年9月11日NA人員Micheal ‘O Conaire 提出數位檔案

保存報告，是NAI用來向上級機關爭取機關預算的報告，

內容提出許多電子檔案管理的想法及作法，但是目前仍屬

報告性質，尚未付諸實現。

二、愛爾蘭國家圖書館

時間：2010/06/29 

受訪人員：Ms. Geraldine Wilson, head of Information Systems 

Department

 Mr. Eoghan 'O Carragaia, Systems Libr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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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Elizabeth Kirwan, Assistant Keeper I

 Ms. Sandra McDermott

1. 與數位檔案相關策略為目前正推動NLI ICT st rategy 

2010-2012：

主要任務在處理不同格式、不同媒體編目的整合問題，

採用MARC格式

已進行約45,000 items的數位化。

預定2010.09 開始處理原生形式的電子檔案。

有關長期保存與取用問題正在關注，但尚無具體成果。

2. 隸屬藝術、運動及觀光部(Arts, Sports and Tourism)。大約

三年前，政府原考慮將NA與NL 整併，但目前尚無進一步

做法。

3. 愛爾蘭web archiving並非自己處理，而是透過美國一非營

利組織的合約代為蒐集儲存。

4. Lib儲存八百萬館藏，有許多13及14世紀的手稿，故有

十五名正式的典藏修護師(curator)負責維護包括手稿、照

片等不同媒材的資料。

1731年建立NLI的前身：the Library of Royal Dublin 

Society

1877年正式成立NLI

1890年以圖書館為目的的建築物興建完成並開放使用

照片的館藏移給國家照片檔案館(National Photographic 

Archive)

總共有三棟建築物相連，一為行政辦公區、一作為手稿

等珍貴典藏及展示使用、另一作為閱覽與展覽之用，是

圖書館的主要建築。

5. 對民眾開放的手稿展示區與Microsoft合作建立觸控螢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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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系統，極受民眾好評。

三、愛爾蘭財政部所屬電子化政府政策中心-管理與組織發展中心

時間：2010/6/30

受訪者：Mr. Tedgh O'Leary

 Mr. Enda Holland

1. Ireland 目前e-government關注的重點在對人民服務項目的

電子化，對電子文件或電子檔案的管理尚非業務重點。

2. 由於文化、法律及人民習慣，並不認為公文線上簽核有其

急迫性；通常以e-mail作為緊急聯繫及傳送文件的管道，

但如屬公務文件，則依規定必須印出紙本陳核，如有需

要，在成為檔案後再以掃描處理，所以目前無原生檔案的

電子檔案議題。

3. 由於運作方式如此，有關電子紀錄管理問題原則仍應屬國

家檔案館職掌，後續相關問題仍宜以NAI為窗口。

4. Ireland 連國民身分證都沒有(no ID)，所以很難推動所謂電

子憑證或簽章，目前只有提供public service card。

5. 目前政府機關大概只有Socia l  We l f a r e  and Soc i e ty 

Department的部分業務用線上簽核傳送機制，但屬內部局

部事項。

6. 總理會在部會首長會議中要求部長們對某些議案表示意

見，為求時效，有一個封閉的線上傳送系統，但因常有機

密案件，此項系統只限部會首長使用。

四、蘇格蘭國家檔案館

時間：2010/7/2

受訪人員：Mr. David Brown, Head of Collections Development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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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Grayham Mount, digital Access Manager

 Mr. John Simmons, Records Manager and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1. NAS直接隸屬蘇格蘭政府，其館長由不管部部長(即政務委

員)兼任，所以雖然有資訊服務及資訊系統部主管並給予

經費，但是其實不敢干預太多。

2. NLS目前有三個館舍，其中兩個位於市區，中間隔著公

園，步行約十五分鐘：

West Register House: 功能為儲存檔案、公共閱覽空間及

展示，原為教堂。

General Register House: 主要存放家譜、族譜，個人由出

生、死亡及結婚的紀錄，來館研究者也以此為主。行政

總部在此，數位化工作亦在此進行。這一區係由三個部

門組成。

另一館舍較遠，靠近機場，是為典藏目的而建造的儲存

場所，不對外開放。

3. 目前尚未完成所有館藏的目錄電子化，故部分還仰賴卡片

及紙本；每年移轉機關的檔案約1%或2%，一定要經過鑑

定的程序，移轉後會重新分類及編目。

4. 數位化政策係以家譜、族譜為優先，因為最多人使用，但

即使是閱覽也要收費(一天10英鎊，但是也可以以小時計

價)，複製再另依數量計算。但如申請閱覽政府檔案，則

不收費。

5. 過去曾有微縮片，但近年來全以數位化檔案取代，認為還

有紙本，沒必要再轉製為microfilm或microfiche。

6. 數位化絕大多數採用數位攝影機(因家譜、族譜大多是大

型裝訂紙本)，而非用平台掃描器。大型平台掃描器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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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單張的地圖、工程圖或珍貴檔案等。

7. 數位影像系統與對人民開放之目錄為二套系統，依照在

catalog查詢的編號，再至影像系統線上調閱。

8. E化文件或檔案管理政策原則由資訊服務及資訊系統部負

責。

五、蘇格蘭政府資訊服務處

時間；2010/7/2

受訪人員：Mr. Ben Plouviez, Head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1. 英國國家檔案局處理較多數位化議題。

2. 蘇格蘭政府目前沒有相關標準進行電子文件管理系統的驗

證。多數電子文件管理系統會自動擷取電子郵件的詮釋資

料資訊，且歸檔後沒有任何修改的權限，電子檔案原則保

留85年之後銷毀。

3. 政府機關已有線上簽核系統，但是沒有標準的規範，辦畢

後都要求歸檔，尚未採用數位簽章。認為線上簽核的重點

在於決策的內容，對完整性與真實性的問題未特別關注處

理，目前尚無規範驗證移轉至國家檔案館的作業。

4. 政府也關注節能減碳問題，但是不認為線上簽核確實可

行，也不認為等於節能減碳。

5. 2006年以後機關產生的電子形式紀錄，會移轉至國家

檔案館，原則上會依原來的形式擷取，認為風險並未比

紙本高，只是不同的信賴機制與認證(different trust and 

authentication)。

6. 政府文件簽核過程未處理真實性問題，因為只有1%--2%

的文件將來會面臨移轉，故不認為須在機關階段即花費大

量資源人力處理真實性問題。由於目前尚未有電子檔案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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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的經驗，故還沒有規範，但認為將來應會有一些處理程

序，去驗證移轉前的版本。

7. 總體來說，機關電子文件、電子檔案紀錄系統間並沒有融

合的非常好，也沒有顧客關係管理系統(CRM)，目前正在

處理整合問題。

8. 蘇格蘭尚無相關規格處理長期保存的問題，認為應該一段

時間處理一次即可，會用OAIS的架構整合。

9. 目前並沒有將全部文件或檔案轉成電子形式的做法，也沒

有合併紙本與電子原生形式的兩種管理系統。沒有處理歷

史性的紀錄，但是新的系統可以查詢舊的紙本紀錄。

10. 辦畢三個月內的文件檔案較常被使用，較早期檔案很少使

用，故認為很容易銜接，沒有必要特別花成本處理傳統與

電子形式整合的問題。

11. 幾乎每個政府機關都有檔管人員，資訊科技是大致缺乏的

問題。相關訓練會與學校或民間機構合作辦理。

12. 以ISO15489做為檔案管理標準，認為MoReq2規格過於複

雜(over specified)，故很少國家使用，較期待MoReq2010 

Project的推動。

13. 蘇格蘭有自己的檔案紀錄描述標準。目前電子檔格式大都

採微軟(Microsoft)的格式，約有5 tyrabytes(TB)的檔案量。

14. 蘇格蘭係由國家圖書館負責網頁檔案蒐集(web archiving)

的工作，不是NA。

15. 蘇格蘭政府每年約投資二萬到六萬英磅在EDM, ERM業

務。開發之系統以付費方式提供給政府機關使用，通常大

型機關會自己發展系統。尚無系統建置標準，但是透過協

調取得互通性。

16. 沒有蘇格蘭自己的電子化政府白皮書，英國政府有，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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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後未再修正。

17. 適用公民的電子憑證(Online identification for the citizen)曾

執行，但是新政府上任後未再實施，故目前並無線上認證

國人身分的機制。

六、英國格拉斯哥大學人文科技與資訊學院

時間：2010/7/5

受訪人員：

 Professor Anrew Prescott, Director of Research

 Dr. Ian G Anderson, Senior lecturer

 Dr. William Kilbride FSA, Executive Director, Digital 

Preservation Coalition

 Ms. Kellie Snow, Preservation Resources Officer

PLANETS:

1. Open Planet Foundation (OPF)：PLANETS於2010年5月底結

束後成立，由OPF負責後續推動。Plato由奧地利維也納科

技大學發展。沒有用CDL。

2. HATII發展PLANETS中的Testbed，免費提供下載測試使

用。

3. HATII負責提供訓練課程 (課程為三天)

對象大多數為政府機關、博物館等決策或技術人員，由

於PLANETS仍進行中，課程內容偏重理論、原則、tool

的介紹、Testbed的介紹與操作等。

每年約訓練200-300人，來自歐洲及各地人員

4. 認為e-records或e-archives應依格式考量採用之技術，沒有

哪一個技術是最好的。

5. 目前HATII並非OPF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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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ATII尚參與其他重要的數位保存計畫，並提供各項計畫

之小冊及介紹，羅列如下：

DCC( digital curation centre)

DPE( digital preservation Europe, www.digitalpreservatione

urope.eu)

CASPAR( cultural,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for 

preservation, access and retrieval, 較關注metadata的問題)

DRAMBORA( Digital Repository Audit Method Based On 

Risk Assessment)

MoReq 2

1. MoReq 2屬於IT fea tures的功能規範，關心fil ing和

retrieval。

2. NASA use BUCKETS。

3. 而ISO15489較屬於檔案或紀錄管理的標準與原則。

4. TNA要求政府機關遵循相關規定處理電子紀錄，但因層級

太低，並無太多機關回應。

5. MoReq 2關注電子檔案的版本需求功能(requirement 

function)，Only outcome but not request the technology 

during process。

6. 澳 洲 聯 邦 國 家 檔 案 館 ( 坎 培 拉 ) 要 求 政 府 機 關 k e e p 

e-records，使用務實的及limited software-commercial 

package。若人民有使用需求，則由保管機關提供。

7. 英國仍有很多機關採用MoReq 2，但是多屬中型機關，

如：Sterling Castle等；有很多機關用美國的EDM標準(如

DOD5015)。

8. 數位簽章在法定效力仍不被認可。

9. 對內容、簽章與時戳等認為應考量是否印出，再決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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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同一頁的必要。可以metadata做為補強的功能。

10. 英國目前routine business transaction已有born digital 

records，但是並未做得很好。E-government已有EDM、

ERM的想法，但是不確定是否有official documents(可詢問

TNA)。

Digital Preservation Coalition(成立於2001年)

1. Meet Dr. William Kilbride FSA, Executive Director of 

Innovation Centre

2. 提供三種與DPC相關的出版小冊，未進行訪談。

七、英國國家檔案局

時間：2010/7/7

受訪人員：

 Mr. Tim Gollin, Head of Digital Preservation

 Ms. Trish Humphries, Head of Execution

1. 回答問題1

TNA未使用MoReq 或MoReq 2，也不推薦。

TNA 2000年開始推動EDM，有一個approval 的實體

model。鼓勵機關使用，但是當時是paper model的思維，

並非以digital思維，所以並非很成功。依計畫，理想

上所有政府機關於2004年應該已成功推動，但事實不

然。幾年前，TNA已不再插手EDM的實務推動，僅公布

規範。

TNA規範政府檔案30年應移轉(只有可開放的才移轉)，

10年前很少移轉電子檔，但已移轉之資料須符合TNA

的規範，如metadata須符合且隨同移轉。電子檔案的

價值鑑定基本理論與紙本相同。移轉時使用安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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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但未使用數位簽章或憑證，只確定transaction及

transit的安全，並接受機關原來的格式。

目前正在規範格式，如microsoft、PDF、TIFF、CAD等

常用格式。

經數位化的國家檔案，TNA將其視為surrogate，不做特

別處理，原因：

a. 格式業經選定

b. 原件仍在。就cost-benefit角度而言，不用太費力思考

這些數位檔案長期保存問題。

2. 曾經是PLANETS的一員，但是沒有參與OPF，資金不足

以投資長期的議題，只能夠著重目前TNA面對的優先

議題。在PLANETS的主要角色為: (1) preservation of PC 

documents；(2) with Cologne University合作發展相關技

術；(3)發展PRONOM； (4)與Tesella合作。TNA不再用微

縮片，太耗費成本，只存原件。

3. 還參與過的計畫: Preserved 2, Inspect。

4. CAD: computer-aided design。

5. 不管是紙本或是數位化都是用一樣的策略和理念(one 

collection in two forms)。

6. 不用微縮片，因為成本考量。

7. 使用DROID，最新使用的版本是DROID 5：免費提供下載

使用。DROID為open source，TNA目前使用DROID協助確認

e-records格式，如PRONOM等。亦使用DROID協助capture電

子檔案。

8. UDFR: Unified Digital Formats Registry。TNA尚參與UDFR

等計畫。TNA目前是DPC的一員，屬協助模式，非營利性

質；只有兩名正職，主要靠會員的協助與分享，是相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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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組織。未參與DCC，其較屬資訊科技研究性質。

9. EDM仍是TNA的責任，並有規範，但是不採取主動強制的

角色，用協商、議的方式推動。

10. 並未要求機關在移轉前增加任何資訊技術要求，但要求機

關保存完善；e-records一樣是30年才移轉。

11. Digital continuity project即是要求機關重視e-records保存的

計畫。

12. 與大學有合作計畫，但是都是小部分，並非大規模。

13. TNA建置digital repository transfer system only for electronic 

records transfer。試著找出多種不同媒體(media)保存問題的

方法，但尚未成功，已啟動內部整合機制，認為不要這麼

早就做決定哪一種格式最好，因為科技是變動的。

14. 不要用paper model去思考。機關更需要關心自己的文件效

力，NA只有切實際的去capture the real records。

15. 將來的E化世界也許關切的是人們互動的模式(pattern)而非

只是內容(content)。

16. 紙本與e-records本質上就是不同，而非對錯，新的資料要

套用新的模型(new model for new data)，彈性、切實、效

益平衡地推動相關政策，才是務實的做法。

17. 期望再過一年左右可以有一些成果，目前尚無正式而可以

公開的文件。

八、歐盟文件生命週期論壇秘書處 

時間：2010/7/8

受訪人員：Mr. Martin Waldron, Chairman of MoReq Governance Board

1. DLM目前除了MoReq之外還有其他發展計畫:。

2. Interoperability is another one that DLM is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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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還有一些跟大學合作的課程。

4. 斯洛維尼亞(Slovenia)的NA用MoReq非常成功，另外還有捷

克共和國的NA；荷蘭也已改為MoReq。

5. MoReq 2010可以與原來的系統相容。

6. DLM 有88個會員

7. 2001年EU建立forum發展MoReq for EU area, for public and 

private, just a guideline requirement

8. 2004年MoReq2 upgrade specification

enable different countries to add different requirement

set up the test bed。有20種翻譯版本，其中亞洲國家包

含中國、日本、南韓等。

9. 2004年改版，調整MoReq2的一些議題：

不適合中小型機關，較適用大型機關

規格複雜，彈性不足

10. MoReq2010 first consultation was just launched，architecture

不同，但基本功能一樣。

11. TNA 15年前最早開始採用MoReq。

12. DLM與ICA有合作關係，但是ICA正發展另一規範。

13. ISO15489：management guideline；MoReq與其相容，但是

偏IT。

14. MoReq2太過複雜，所以發展MoReq2010，以簡單代替並

提供彈性。

15. 適用workshop、forum等方式擴展MoReq的運用；與學術界

合作，如：共同發展qualification課程。

16. 已採用的國家：挪威、芬蘭等。

17. 目前MoReq的發展屬於phase I，未來phase II 會著重在金融

交易(focus on financial material transaction)，預定2011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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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18. DLM由EU資助，仍須自籌資金。MoReq2010於本周推出，

已有數百人上線註冊(registered)，可在DLM網站看到新的

發展資訊。

19. 每三年有大型會議舉辦，不限會員參加，此外每年針對會

員國有研討會。如AMA、AIIMA。

20. DLM的跨機關合作計畫

與其他的合作計畫為前面所提的跨機關合作(整合)策略

DLM approve whether the software meet MoReq or not

21. DLM正注意“PDF/A”（有關PDF for archives）的新近議

題。

22. MoReq 2010不只關心紙本，可整合不同媒體。

23. e-government：英國2005年發展，也有機關採用MoReq。

九、大英圖書館

時間：2010/7/12

受訪人員：Mr. Clive Billenness, PLANETS Programme Manager

※提供隨身碟，內含許多有關PLANETS的簡報檔及電子檔，資訊豐

富。

1. 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很重要，希望能盡量採用國際

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來推動。

2. SCAPE：以PLANETS tool為基礎，期望建立架構的相關計

畫。

3. YouTube上有許多有趣的影片介紹PLANETS，以關鍵字”

team digital preservation”即可查得相關影片。

4. 荷蘭NA較專精於authenticity的電子檔案議題。

5. 台灣曾經有相關人員與Clive連繫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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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英圖書館對於PLANETS的結果已經逐步應用在其數位化

檔案管理，如migration-PRONOM等，並且已經加入OPF。

十、歐盟歷史檔案館

時間：2010/7/15上午

受訪人員：

 Mr. Hatto Kaefer, Chef de Secteur, Archives Historiques

 Ms. Luisa Palla, Archivist, Historical Archives

 Mr. Hans Kemme, Archivist, Historical Archives

1. 有regulations規範EC各DG的檔案業務。

2. 30年開放檔案，中心檔案館在佛羅倫斯。

3. EC檔案業務分兩部分：

政策(policy)：由EC總秘書處文件管理處負責。

管理(management)：由EC歷史檔案處負責保管檔案及執

行。

4. 文件管理處與歷史檔案處的關係：1983年成立歷史檔案

處，計30人，其中有10個檔管人員(archivists)檔案專家，

2000年左右開始推動e-records政策，由文件處制定。

5. 有E-domec、ARES、EEAS、NRBOC等系統推動。

6. 25年移轉，相關格式採用microsoft office(word、excel…)、

PDF等最常用格式。

7. ARES全稱為Advanced Records Electronic System。

8. 2-10年依retention schedule規定，DG會先將檔案移至歷史

檔案館保管，進行描述整理及開放應用，25年時進行鑑

定，移佛羅倫斯檔案館開放。

 採用ICA的標準

EU DG   →     historical archives    → archives in 佛羅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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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單位) (描述、整理、鑑定、移轉、銷毀) (開放、修護)

銷毀依文件處政策且經DG同意。

9. 歐盟(EU)之下分為三部分：

執委會(EC)：行政總部

歐盟議會(EP)：負責立法

部長理事會(COM)：兼具決策及法制

10. EC目前五項重大挑戰與問題：

economic situation—save money

technology shift

web 2.0：雙向溝通、數位化

balance of regulations and expertise

使用者的使用需求

11. 歐盟執委會各組織(DG)對檔案的分工職責(responsible DG’

s for archives)

Secretarial General: Archival policy

Office for infrastructure and logistics: Archives management

DG Communication: archives for photos and audio

DG Informatics Technologies: infrastructure for electronic 

archives management

Security Directorate: clarified information regulations

Secretarial general: Transparency

(由Hatto處長當場寫下並提供此分工)

12. 700號regulation(另以email寄送)。

13. 使用情形：去年約450人使用，今年至今352人。

14. 歷史檔案館另在郊區設有典藏庫，類似倉儲庫房，可放置

125公里檔案，類似文件中心，但部分未移轉至佛羅倫斯

之檔案，無論是否滿30年，皆由其負責開放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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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歐盟秘書總處

時間：2010/7/15下午

受訪人員：

 Mr. Peter Handley, Head of Unit SG. B1 Administrative 

Modernisation, Secretariat-General

 Mr. Mattias Hallin, Archivist, e-Domec and Archives, 

Secretariat-General

1. 他們不負責運作DLM forum，但是支持。

2. MoReq 2是由執委會出錢和繼續，正開始使用這套系統，

正發展MoReq 2010。

3. DG INFSO(也有自己的政策)有在進行一些e-government計

畫，但是不直接與EU執委會相關。

4. 執委會沒有參與PLANETS，DG INFSO比較有參與。

5. 本處之政策只制訂給EU執委會而已，並非給所有EU成

員。

6. 也有投入MoReq、MoReq 2資金，這個系統也可以提供給

所有成員使用，只是並不是規定他們怎麼做。

7. 目前IT發展的主要是在保存方面。

8. 電子文件系統有所謂”checksum：check automatically by 

the system, kind of attach file”的功能，以確保身分，但是

非數位簽章或憑證。因為須先登入，所以每個步驟系統都

有記錄是誰、什麼時間、做了什麼。

9. 封裝檔案可能不會是長期保存的方法。

10. ARES is free to use, but has a limited budget。

11. ARES有訓練課程，每周大約有500-700人開始使用；訓練

依政策推動，要開始使用新的IT之前，都會有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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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管理人員DMO in IT的需要。

12. 減少紙張使用不屬於這個部門的考量。

13. 主要職責是physical records的管理政策，包括紙本、錄影

音帶，且對象侷限EC各個DG及本身。

14. DLM forum：MoReq由EC支持發展，但是由DLM forum 

maintain。Cmmision本身正考慮是否使用MoReq2。

15. ISO15489是formal standards，ICA尚未完成想訂的標準，

MoReq並未打算發展成國際標準。

16. EC本身以PDF/A為格式，也是25年進行移轉。

17. 文件分兩種：

official documents：register應依規定處理

working documents：由DG自行決定

有criteria界定official documents的範圍。

18. ARES是main system，提供機關使用，但是不強制，也可

以approve其他系統的建置功能是否符合。

19. 資料庫及e-mail等如屬official documents，則須至ARES登錄

(register)。

20. training很重要，針對DMO(document management officer)，

即DG的文件管理人員逐年推動，訓練重點：

policy training

IT training，並有e-learning system協助

21. energy-saving議題由環境部負責。

22. LCC負責制訂、審訂年限表。

23. 不希望每個DG去擔心IT問題，只要把該登錄的文件進到系

統即可，目前採紙本跟PDF/A兩種並存，保存所有傳輸過

程的log檔記錄，以備查不時之需。

24. e-service set the right of archiv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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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LANETS議題是由第六期資訊計畫負責。

十二、比利時國家檔案局

時間：2010/7/16 & 7/19

受訪人員：

 Mr. Dr. Karel Velle, Director Genera

 Ms. Dr. Karin Van Honacker, Chef de la section

 Relations externes et communication

 Mr. Dr. Pierre-Alain Tallier, Chef de section, Archives 

contempporaines

 Mr. Dr. Marc Libert, Chef de section, Section Service au 

public et Archives d’Ancien Regime

 Mr. Dr. Claude de Moreau de Gerbehaye, Head Department 

III, Louvain-Neuve(新魯汶分館)

※提供簡報電子檔

1. 比利時計由六個議會組成，有三種官方語言，三個文化

體。檔案館成立特性為archives in the region，故有ㄧ個總

館，18個分館。

2. 面臨的挑戰：

NA未來可能改為Federal Archives，已在立法。

語言多元的問題，三個官方語言為法、德、荷(英)。

3. main building在Brussels，另有18 branches，擁有館藏

240km；327km(including library)；許多館舍係利用舊有建

築改建，全新的建築如2006 Mons新館、2009新魯汶新館

等，係為典藏檔案而興建之專用建築。

4. 中央政府部會transfer to main Archives in Brussels；州、地

方→branches；其他透過agreement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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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檔案法1955立法，2009修正，典藏十二世紀至今的

records。

6. 只有Brussels設有修護設施，其他分館沒有，但是描述工

作係分散負責。由於人員大量刪減，目前僅餘兩人為正職

負責修護，其他皆仰賴學校實習生等人力之協助。

7. 數位化格式採JPEG400，由同仁自行處理，約完成所有館

藏的1%，未來希望達到10%，微縮仍持續進行。

8. 每季更換展覽及出版newsletter。

7/19參訪新魯汶瓦隆分館

1. 瓦隆分館甫於2009年1月成立，計八層樓，是為典藏開放

而建造。位於新魯汶大學學區內的大學城。

2. 由於檔案法修正案雖經國會通過，但是執行日仍待

minister approval，所以目前依法開放超過100年的檔案紀

錄(包括個人資料)，50年才從地方政府移轉。但新法規定

30年即應開放，機關仍在審慎思考如何因應此一重大改

變。

3. 各分館與檔案局Brussels總館的分工為：

Brussels負責比利時檔案、紀錄的政策、典藏中央政府

的檔案並開放，負責總館及分館檔案的修護及數位化。

各branches：典藏移轉各地方政府的檔案，負責描述、

保存及開放使用。

十三、荷蘭內政及王國關係部資訊及紀錄管理處

時間：2010/7/21上午

受訪人員：

 Ms. drs. Kato Vierberge, Senior Coordinerend 

Beleidmedewe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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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Madeleine, Ministry of Health, Welfare & Sports

1. 說明歐盟、荷蘭的國家級、卅級及地區政府的現況。

2. 荷蘭2010開始進行公文檔案跨國合作事宜，如與比利時

等國。

3. 以ISA project整合相關計畫(check websites)。

4. 通常會先set standards，相互合作，等較成熟時才引進荷

蘭政府。

5. 荷蘭各級政府各自獨立運作，自行負責相關政策：

local government：自行決定，但會視國家政策情形擇選

相關事項。

provincial(省級)：負責financial事項。

state government：由13個部會組成，但其實都很自主。

6. 聯邦政府(State government)發展情形：

1985年開始普遍使用電腦。

2005-2006發現業務資訊(Business information)有800公

里之紀錄需要先整理。

尚沒有長期保存的執行經驗，財政困難與成本是最重要

的考量因素。

2009完成政府機關中1945-1975年間的檔案紀錄

登錄建檔(register)，並預定移轉至國家檔案館；這

些1945-1975應移轉而未移轉的800公里量稱之為

Backlog。

數位化議題將優先處理此800公里的紙本檔案。

近來也與一些組織進行合作，如NA等，規劃考量未來

將各機關之電子紀錄採集中方式儲存

7. 荷蘭政府預定於2020完成相關規劃，計分三部分：

workflow 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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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管理

NA的長期保存(整合處理13種部會系統)

(Kato於會議中手繪並提供的相關圖示，訪談後又傳送

e-mail補充說明相關內容)

8. 在政府機關中與資訊管理相關的法令規範(regulation)原

有60個，目前已找出11個最重要的法規，稱為baseline，

提供機關遵循使用，包括三種自ISO翻譯為荷版ISO之標

準，如NEN-ISO-15489(荷版)、 NEN-ISO-23081、NEN-

ISO-2082 (software requirement for Records Management)。

9. PDF/A目前是文件紀錄輸出的標準。

10. 2015將是完成上述計畫的最後時限。

11. CIO (chief of Information Office)的三個工作：

資訊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

資訊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

資訊監督(information governors)

 13個部會，故共有13個CIO，其中一個是國家級的CIO，即

內政部資訊管理處，負責統籌，但各CIO仍很有自主性。

12. 不 像 奧 地 利 、 丹 麥 二 國 係 強 制 各 機 關 採 用 相 同 的

DMS(Documents Management System)系統。

13. 另有ICDR(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ispute Resolution)：國際

組織，提供文件至e-mail的相關管理規定，效力高於CIO，

決定資訊的最高政策。

14. 荷蘭有關文件、紀錄、檔案的政策，目前皆屬探討階段，

由於文件紀錄的有效性問題及長期保存問題，政府與NA

等相關機構的關係愈來愈密切，希望未來在上、下游紀

錄間可以有一系列的連貫作業，甚至結合NA成立新的組

織(organization)，以集中管理文件紀錄中心。此想法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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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前形成計畫，2020完成。

15. ISA：整合各種計畫，但是還沒有非常active，今年才開

始。

16. 2006年State government(include 13 departments)開始整理

一些紙本檔案，information good-orders。

17. 將來希望可以是一個完整的紀錄資訊中心，不像現在這

樣，須支援IT的十三個分開部門，用十三種不同的系統，

預計可能於2020年完成

十四、荷蘭國家圖書館

時間：2010/7/21下午

受訪人員：

 Frederique Vijftigschild, MSc,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drs. G.(Gerard) M. van Trier, Directiesecretaris

 Ms. Dr. Hildelies Balk, Head of European Projects, Research 

& Development Division

 Ms. Barbara Sierman MA, Digital Preservation Manager, 

Research & Development Division

 Mr. Bram van der Werf, Director, OPF(至KB受訪)

1. 國家圖書館已成立200年，1992年移至此建物，沒有寄存

法，靠agreement取得出版品，內部已建立e-depot的管理系

統。

2. Balk present(提供PPT檔)

general implement

a. Impact

b. PARSE insight(推薦此project)

2010-2013新的合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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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目標：10%的出版品數位化。

b. 主要關注1618-1995的出版品數位化，近來加入

Google的e-book計畫。

c. i2010

d. Digital Agenda(PRINCE Ⅱ，MSP)－UK發展主導計畫

e. 有專門的小組follow 結果

相關計畫皆會建立指標，以下分述：

a. Mass-digitization

b. IMPACT：針對text(OCR)

c. Long Term Preservation and Permanent Access

d. PLANETS

e. KEEP(Keeping Emulation Environments Portable)

f. PARSE，insight

g. INPACT：207 departments參與

h. for text，尤其歷史紀錄，以OCR辨識，Ground Truth 

可以校對內容

i. 大都是請Service Provider 處理數位化

3. Babara present(提供PPT檔)

e-Depot與IBM合作，期有新的e-depot系統。

2003年與Elsevier(原即荷蘭公司)簽訂agreement-S T M 

(science technology medical)

9月份有一new e-depot的文章發表，Babara可sent to 

me.（已於訪談結束後收到此文章）

PLANETS，KB有10人參與PLANETS計畫（KB內部總

計約300人），負責Monitor, test bed, Risk Management, 

Representation Information Update.

在KB的應用，JPEG 2000，DRAMB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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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研究是否採PDF/A，也已採用部分DIOSCURI技術。

一般而言，emulation係視需要處理，目的仍在轉為目前

軟硬體環境可讀的格式與媒體。

目前KB仍為OPF的一員，並持續參與其他計畫

KB關注印刷品質，紙張劣化所產生的辨識問題，造成

數位化極大的挑戰。

4. Bram present，OPF的director(提供PPT)

3年前受命review PLANETS的成效，參與計畫迄今。

OPF 15會員now，包括來自澳洲、美國、歐洲國家、史

丹佛、LC等．．．

OPF成立目的在provide training for using the tools.

希先從NA、NL開始，再影響機關(產生者)

希create the experts community of ERM, EAM

IBM、Microsoft、Oracle也已是會員

相關工具大都是open sources，且部分已有Beta版，如：

a. PLATO (beta)：仍可再改善其目前的專家界面

b. Test bed (Beta)：用來計畫及評估

OPF預定每年辦理workshop，至少每年1次。

入會費為￡10,000英磅／Year  團體會員

希望在亞洲成立chapter。

PLANETS 2010年8月會有final reports上網

十五、荷蘭國家檔案館

時間：2010/7/22

受訪人員：

 ir. J.（Jeroen）van Luin, Projectadviseur/informatieanalist

 drs. B. J.（Bodien）Abels, Beterdsst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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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Basonia, Senior Officer, Digital Preservation

Overview：

1. 1802年成立NA

2. 二項主要工作：

central management 集中管理檔案

public access 提供大眾存取檔案

3. 隸屬文化教育部

4. 目前館藏100公里，包括1000年以前的檔案紀錄

Abels present：(就政策面)

1. Backlogs的問題：各機關有800公里等待整理及移轉

結案20年後移轉，目前累積800公里(1975年迄今)待移

轉

new programs-“Informative op orde”，目的：

a. 減少backlogs

b. 重整紙本與電子紀錄的政府資訊管理

2. e-information，e-records的發展趨勢

3. public access公眾檢索需求日益增高

4. 有關電子紀錄部分，想降低20年的移轉年限為8年即移

轉，正討論中。

5. 電子紀錄的發展對NA的影響與目標為：

new method of selection：backlogs and digital information

on site ／ on line

E-depot on a nation scale

Basonia present （e-records的管理）

1. manager system，由文化教育部指定

2. 回答提問問題另提供書面文件

role within government (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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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政部決策

2. NA試圖影響內政部

no formal role but in practical aspect, NA do use metadata 

when transfer

格式選用：

a. born-digital：PDF/A

b. Digitalization：TIFF (保存)；jpeg (circulation)

c. 其他media依規定

3. NA don't do the certificate, but collaborate with Academic 

Units

4. compile to MoReq.

5. j u s t  c a p t u r e  t h e  r e c o r d s  f r om  t h e  G o v e r nmen t 

agencies.(technical measures)

6. 政府機關需採用open formats to transfer

7. 技術的運用上：

migration (for public access online)

emulation (ex. word process, words to PDF/A)

8. Ingest for data set.

9. Hybrid：在logical level層次

10. Chains of organization

期成為National e-depot center

建構infrastructure 中，not get per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yet

預計take 5-6年時間

需要與相關機關合作，也可能成立新的organization，負

責此事

11. 館藏已全部有電子目錄，其中1% 已數位化，只要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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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公布，並免費提供線上瀏覽，但download要付費。

12. 已建立各機關遵循的基礎規範（Basel ine）11個，如

ISO15489。

13. 鑑定：Appraisal selection service center隸屬內政部，但須

遵循NA的schema，NA 再approve the result.。

14. 採用functional Appraisal.

15. 每年相關機關會共同討論移轉期限。

16. 開放應用：get approval二個相關法案：

Archives Law

Freedom of Government Law

17. 個人資料，原則上110年開放，但須經家屬同意。

18. 20年移轉，最長不超過75年開放，個人資料110年至遲開

放(但為例外狀況適用，否則易引起citizen疑義)。

19. 機密檔案未解密前，不移轉

20. 資訊自由法，沒有主管機關，所以各部會自行決定如何施

行，致引發相當多爭議。

21. 未來挑戰：

How to manage information

lose memory of e-records：collect 20年前之e-information 

physical storage pressure

使用者的information right，對 Government information 

的需求；public awareness debate is very important.

formal capture records have been lost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freedom.

22. 教學支援：提供12-16歲的課程教學支援 “Quest”for 

Youth people

23. 目前傾向提供content，material給大眾使用，另donat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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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pedia 照片

24. 辦理“Archive Day” event

25. 荷蘭有“Royal Society of Archivist”組織

十六、德國科隆大學人文電腦科學系

時間：2010/7/26

受訪人員：Prof. Manfred Thaller, chair

※提供Thaller過去有關PLANETS之簡報檔

“XCL”characterization within planet.

1. 適用Recapitulation ，migration and Photoshop

2. 目的：to validate the results of preservation activities; 

evaluation of format after conversion

XCDL

1. Definition (提供PPT)

2. Recapitulation：Fonts in PDF

3. Replication the approach in a line

4. information model：“an image”／ “a test”

5. Format ontology：what terms are need in formats to describe 

image or test

 ex：VIII  ß  &  8

6. Describing language

7. Description

XCDL：describe

XCEL：extraction

8. Plato use XCL, XCPL. XCEL.

9. Compare DOCX and PDF.

10. still have smal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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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 we preserve?機器、紙張分頁答問題，保留哪一

種是authentic?

Observation：a file in word 2007 with footnote on one 

sentence, but Word 2007及Open office左右，中間不同，

measu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ord 2007 and open 

office, footnote有無編號？ also compare with PDF

所以，重視外觀，則word較open office適合轉為PDF；但

如果重視內容、人名、footnote，則採word。

11. 採用”checksum”用來偵錯，適合TIFF, PDF, MP3

13. JPEG不適合長期，但JPEG 2000相較穩定

14. Criteria for sustainability (warning：very littler empirical 

results)

Openness

Adoption

Complexity

Technical protection mechanism

Self-documents

Robustness

Dependencies

15. 現在尚無recovery tools，所以：

慎選format

storage more copies

16. the same，but more

中央政府：採用OAIS model, Dublin Code, EAD, not use 

MoReq

大都以migration技術作為長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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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德國聯邦檔案局

時間：2010/7/27

受訪人員：

 Prof. Dr. Hartmut Weber, Prasident des Bundesarchivs

 Dr. Sebastian Gleixner, Archivrat z. A. Stabsstelle

 Dr. Andrea Hanger, Archivdirektorin, Leiterin des Referates 

B1a

 Ms. Kerstin Schenke, Archivamtfrau, Sachbearbeiterin im 

Referat b1a, Bundesarchiv

 Mr. Joachim Rausch, Regierungsamtmann, Schbearbeiter im 

Referat Z6a

局長prof. Dr. Hartmut Weber引言：

1. 本局負責聯邦檔案的管理與提供應用。

2. 德國有16邦，皆有自己的檔案館，亦有城市、教堂、企業

館。

3. 本局與邦無督導關係，每年有二次協調會議。

4. 本局共10分館，在8個區域設置，依部會來源、年代，如

東德、帝國時期，或媒體，如影片館設置分館。

5. 總館統籌政策及業務，各分館各自處理自己的館藏，總計

800多人，計360公里的典藏量，1200萬照片，100萬影

片，born-digital電子檔案計130萬，最早為40年前。

6. 1945年前德意志時代之檔案無數位化，總館典藏1955年

迄今之聯邦政府檔案，其中有230萬的書。

7. 1455-1955年的檔案典藏在柏林館。

8. 每年預算約5億6千萬歐元。

9. 隸屬總理府中，主管文化事務單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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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聯邦檔案法，授權NA很大職權，可以獨立行使職

權。

11. 聯邦檔案法於1988立法(歷經5次修法)，最重要的兩次

是：

二德統一

數位化：因需要法源將聯邦政府還要用的檔案先複製至

NA(經過鑑定)，法律案修正中。

各主管同仁進行簡報及交流

Dr. Hanger介紹及Ms. Shenke說明

1. 聯邦檔案館大都以紙本為主，只有小部分用電子化。

NA有一計畫在電子化政府計畫內，有公文全部線上簽

核的要求，但未強制，致實行者很少。

少數人有電子簽章，較注重流程管理。

檔案來源：

a. 公文系統直接歸檔，NA並無法確認其是否真實。

b. 承辦人辦畢歸檔。

2. 提供聯邦政府對於紙本、電子化管理的諮詢與建議。

在聯邦政府各機關內有1-2人負責檔案管理，作為對話

窗口。

NA辦理在職訓練、開班，提昇素質。

每年1-2次在NA開會。

3. 業界有20幾種系統，由機關自行選擇。以前曾經有認證機

制，但目前沒有。概由廠商建立，提供服務。

4. 德國未區分公文或文件，機關有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移轉

時另處理系統介接問題。

5. 已有電子檔案移轉經驗：

規定格式，但機關未必遵循，目前由NA自行轉換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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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式。

要求機關先儲存在媒體後再移轉。

如有紙本，僅收紙本。電子化檔案移轉僅限born -

digital。已有130萬件移轉經驗。

用migration來保持可用性。

原則30年移轉，但電子形式想要修法，改為重要的檔案

每年或2年，先將機關仍有用已歸檔案先行複製至NA。

但較不重要的也許5年再複製。計畫由機關提供清單，

由NA選擇。

由每個機關的檔管人員先判斷，再供NA選擇。

born-digital檔案採用PDF/A格式。

6. 數位化僅限使用需求高者。以微縮為主－保存目的，再轉

為數位，以便流通。採用TIFF300格式。

7. 使用二套管理系統，分別管理紙本、電子紀錄，計畫整合

中。對使用者而言，目前也需分別查詢，已進行整合系統

中。

8. 原則上內政部應支持配合NA政策，但實質上未必。

9. 除參與ICA、UNESCO等國際組織外，fo r  G e rmany 

standards：有DIN (German Industrial Norm 規範)，並會參

考ISO的標準。

10. 有參與MoReq，但未參與Planets。

Present born-digital 系統

1. 東德移紙本及電子檔，750萬dataset，這些電子檔案過去

也無法讀取，用migration處理。

2. 自各機關移轉born-digital(從20幾種系統)，將ERM, DMS, 

Open text, Faba soft. PDV, VIS等皆以XML轉出，再全部轉

為XB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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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外，NA用XML格式的”X B Arch”metadata, X表XML, 

B表聯邦政府, Arch表檔案，與EAC, EAD相容，用METS 

(Metadata Encoding & Transmission standard)作為標準。德

檔案層級分為三級，分別為dokunerte, Vorgang, Akte，由

小到大，主要補編Vorgang核心層級。

4. 紙本移轉目前用excel格式轉入不同系統，一旦移轉，不允

許原機關保留原來的born-digital電子檔案。

5. 修法所想提前移轉的想法，係針對資料庫，每年或定期複

製保存，但允許原機關繼續保留運作該資料庫。

6. migration係依市場軟硬體發展情形，決定轉置其舊格式檔

案為新格式。

訪談後參觀庫房及閱覽區域

1. 庫房採取自然恆溫恆濕控制，以厚牆及環境自動控制原

理維持溫度，當室外溫度與室內溫度一致時，如18℃－

20℃，風管自動換氣。

2. 柏林正在興建新館，亦採用同樣原理與技術(另索取柏林

承辦人e-mail，以洽請提供更多相關資料)。（訪談後已收

到柏林提供之資料）

十八、德國國家圖書館

時間：2010/7/28

受訪人員：

 Reinhard Altenhoner, Leiter Informationstechnik

 Mr. Tobias Steinke, Informationstechnik

 Ms. Maren Brodersen, Informationstechnik

 Ms. Christine Frodl, Arbeitsstelle fur Standardisierung

1. 國家圖書館Headquarter in Frankfurt，100年前成立，計有



附錄二：訪談紀錄 ���

2個locations，另一在柏林－音樂館。

2. 數位化對NL造成的問題：

e-books，e-journal．．．等，與傳統媒體完全不同，及

來自私人出版的電子出版品，電子格式、媒體更是多元

且無法強制規範。但為了未來世代的使用者(for users of 

future generations)，仍須面對及因應。

storage problems：carries stable strategy to prepare the 

way to access the content in future is important.

3. 正進行web archiving的工作：發展 selective approach ，採

取“harvest”的政策，考量成本效益及優先順序，不想如

其他國家一樣，採取全部收錄的政策，預定明年開始。

擇選之政策，參考國際組織的規則(http://www.netpreserve.

org)而訂定。 

4. 有關migration：

尚未執行，現存格式多樣

保存original as long as possible.

define priority

risk measure

technical metadata 的migration(workflow ， way to access)

digital strategy 2003

採用荷蘭Library的data module，加入德國特性，名為

LMER，將採用PREMIS的國際標準。是technical issue，

但不是描述內容。採用METS作為describe the content，

用URN或DOI來連結內容及metadata。並且以URN連結讀

者目錄及為了長期保存的系統。online resources因有著

作權問題，讀者只能至館使用。

5. 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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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Uassics：處理報紙、CD或早期資料等數位化工作。

因著作權問題，沒有數位化太多的資料，只有早期或毀

損資料。

採用TIFF for preservation, JPEG for present。有在考量

JPEG 2000作長期保存之用。亦即，檢索平台儲存JPEG, 

PDF, URN等格式，但長期保存則保存TIFF, JPEG2000。

儘量採用標準化的格式，除非必要，不處理Microsoft的

格式。採用PDF/A-ISO standards(Adobe 第8、9版皆有此

功能)。目前收藏之博碩士論文來自約90所大學，格式

及複雜度很高。

在e-p的傳送上提供二種系統讓出版者在線上傳送，由

系統檢查必要要求項目。目前仍以印刷品為主，電子出

版品成長中。

6. 回答問題C：

MoReq與NL較不相關。

不是PLANET成員，也未參加OPF，但有一些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mbers，且密切觀察其他國家的

NL如何採用相關成果。

參與KEEP，DIN，SHAMAN，Kopal等國際計畫，在該

館網站Home／about／project上可看到參與的projects。

Trust repository：討論具信賴的儲存方式

有一標準用來連結各機關、國家圖書館與國家檔案館

並未要求出版品及電子出版品使用數位憑證

long-term的問題，參見webpage, collect as many as 

possible for future generation – strategy, but for websites, 

selection policy is important, 12 million websites不可能全

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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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及合作：以project-base的方式進行，如NESTOR。

有很多多媒體的收藏品，故emulation很重要，正密切注

意歐洲的發展。hope to get universal emulation.

提供課程訓練政府人員，但未有專責，只是開放給

大眾及相關機關報名參與，提供諮詢，如  Home／

publication／Information Service。

7. NL與NA一樣隸屬Culture and Media Ministry。

8. 德國國家圖書館採書箱自動運送系統，銜接閱覽室與各庫

區之運送，運用類比訊號(以可調動式之號碼辨識)，快速

運送至指定庫區之樓層。

十九、德國弗萊堡大學電腦中心

時間：2010/7/30

受訪人員：

 Prof. Dr. Gerhard Schneider, Direktor RZ und CIO der 

University

 3 Researchers in PLANETS' team

1. 參與PLANETS計畫目的在發展電子檔案的re-generation；

automatically emulation and revival。

2. long-term的理論、體系、架構基礎，請參閱Dr. Dirk von 

Snchodoletz的著作(德文版)及英文摘要文章，並可與其聯

絡 dirk.von.snchodoletz@uni-freiburg.de  （訪談後已與Dr. 

Snchodoletz取得聯繫，並交換相關意見）

3. Freiburg 亦參與DFG進行研究。

4. 參與PLANETS負責下列事項：

Issues in remote Emulation Services

a.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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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validation

Transportation

Software Archive

Knowledge and automation

發展GRATE(Global Remote Access to Emulation)

PLANETS

a. web bases

b. standard tasks

5. View interface:

蒐集早期軟體，形成emulation中心。

自動轉換，不分語言，只分軟體

system selection，records interactive workflow，自動記錄

環境或運作需求

look inside the machine，screen output, I/O, CPU

emulation VS. migration：視情形決定哪一策略，可互用

或連接或替代

6. 另一正在進行的有趣議題：“How to archive the game.”

7. 建議長期保存策略為emulation, conversion, migration的循

環。

8. 未來發展：

PLANETS Ⅱ：is funded by EU，focus on scalability & 

cloud computing，正籌組中，仍由大英Lib統籌，技術部

分由AIT(奧地利技術學院)負責。

digital signature：為了長期取用，建議只用software 

signature，不用hardware signature，以免造成另一種長

期保存的困境。

9. Freiburg團隊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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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PC：language、window view

Internet and law等研究議題

二十、瑞士聯邦檔案館

時間：2010/8/2

受訪人員：

 Ms. Krystyna W. Ohnesorge, Ressortleiterin and her 3 team 

members

 Ms. Adelheid Jann, Ressortleiterin

 Mr. Peter Fleer, Stv. Ressortleiter

 Ms. Stephanie Rey

Peter：tour guide & discussing (Public Access)

1. 隸屬內政部下的文化辦公室，全館約60人，分3個業務

組。總館1980年代建造，地上三層樓建築，庫房分地上6

層(夾層)，地下4層。可容納50 + 30(擴充)公里的檔案。

Family history不是主要蒐藏。讀者主要興趣為軍事，外交

等。

2. 館藏始於1798年。各邦自主性很高(計26邦)，從拿破崙之

後才有聯邦的主張，之後才成立聯邦館。展覽每年一次，

但館內無場地，故與博物館合作，每年3月有一博物館

月。

3. 目錄在檔案移轉時須併同移轉；原則不變動其結構，NA

將其轉為finding aid，直接在reading room公布。或轉入

internet catalog，相關內容會有所限制(source resisted) 。移

轉前目錄不公布。

4. 機密檔案亦移轉，但解密由各機關負責。

5. 申請檔案只分，open or 不open，不會抽卷、抽頁或遮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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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個人資料50年後開放，依最後文件產生日計算開放

與否，解密與否皆由原機關authority決定。

電子檔案紀錄之管理：由Krystyna Ohncsorge , Head及

其同仁簡報業務，包括ERM, service of e-archives and IT 

management。（提供PPT）

1. Records Management：由Tamara Schwab說明

Responsibility of SFA

a. consulting and controlling of records management in 

agencies

b. Archiving

Inform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電子紀錄提前在歸檔

時處理，故訂頒及修訂相關規範。

Gever：瑞士的ERM系統(參見其網站)，具有三個功能：

a. Flow control

b. Records Management

c. Business Process control

起因於2008年1月間國會要求各機關至2011完全電子

化。

consulting：提供各機關之諮詢服務。

training：透過研討會、工作坊培訓相關人員

a. seminar：8 days + exam + certificate

b. workshop

2. 數位歸檔情形：由Marguerite說明

Showcase Digital Archiving

收錄範圍：

a. Rational database(SIARD)

b. Records management system (G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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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ile Repository

文件最晚產生日滿10年之前，應移轉；不論是紙本或

E-records，原機關皆不留存。

SIARD為SFA發展之工具，採用XML，且適用MoReq等國

際標準。

SFA已有21個檔案資料庫移轉經驗。系統建置商為

Tessella，亦幫助荷蘭、奧地利、馬來西亞．．．，建置

類似系統，極為推薦。

“DIR”：

a. 用來自動檢視metadata and file，有問題才以人工檢

視，

b. 目前計3人處理200多機關的線上傳送。

此項電子紀錄全面化計畫，計運作4年，經費約8百萬瑞

郎。

實體紀錄管理(含數位化)：由Adelheid Jann說明

1. 實體包括紙本、視聽資料．．．的數位化(提供PPT供參)

2. 依問題D相關項目回答：

採用ISADs，分Fond、series、File、item 4層級描述。

電子目錄需送至NA，瑞士各機關皆已依限移轉檔案，

且完成目錄，目前只剩1年的backlog，將逐年完成前一

年應移轉檔案，這是最感驕傲之處。現有5百萬的file 

level紀錄，總計60公里館藏量。

鑑定：各機關與機構及NA皆有責任。採取二次appraisal

機制，有一regulation供機關遵循，不分形式，只問價

值。

維護：請科化公司協助去酸工作，不再做微縮片，提供

紙張、材質、容具的選項，供機關選用。目前有2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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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修護人員

目前檔案皆儲存在本館及少部分寄放在NL，認為10年

後會產生空間問題，期望可以建立新館舍。但因政府政

策已決定全面e化，實體檔案入館會愈來愈少，所以，

可能再思考討論。一旦確認電子紀錄的長期安全性，也

可能考量銷毀部分國家檔案的紙本型式。數位化採用

TIFF 300 dpi for保存，JPEG for公眾使用。

數位化政策的優先順序：Audio-Video一定數位化，因為

原件太脆弱；另珍貴、早期的檔案、有研究需求等。

二十一、瑞士聯邦行政處(Swiss Federal Administration)

時間：2010/8/2下午

受訪人員：Jeremie Leuthold, Chef de Service, Archives Federales 

Suisses AFS

※提供PPT簡報檔。

二十二、瑞士電子化政府辦公室

時間：2010/8/2下午

受訪人員：Ms. Astrid Strahm, Programm-Monitoring

※提供PPT簡報檔。

二十三、瑞士聯邦圖書館

時間：2010/8/3

受訪人員:：

 Ms. Marie-Christine Doffey, Directrice

 Ms. Genevieve Clavel-Merr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s. Barbara Signori, e-Helve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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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概要

由國會每4年選出7個部長(4個政黨，比例2：2：2：

1)，再由部長每年輪流當總統。

國家圖書館概況

1. 1 8 9 5 成 立 ， 瑞 士 沒 有 出 版 品 寄 存 法 規 ， 全 部 靠

agreements。

2. 隸屬內政部下的文化辦公室(Culture Office)，與NA一樣，

但較NA更具獨立性。

3. “選擇”政策：訂定入館館藏的選擇政策，如：web 

Archiving的範圍包括canton(邦)，每一個邦都有state 

Library。

4. 建立長期保存政策。

5. 建立合作關係

6. 報紙、poster的長期保存以microfilm為主，Paper數位化，

不做long-term，只為了Access，目前只對born-digital、web 

archiving等做long-term，採用migration、emulation等技

術。目前接收各種格式的電子檔，並保留原格式，未再轉

製(convert)成其他格式。圖書原則不做數位化。

7. 數位版權：與producers協調、訂約，建立開放或存取方

式。

8. 與NA的合作，共同建立相關系統，分工蒐藏政府紀錄，

publications to NL；records to NA。Audio-video、sounds部

分，則共同合作發展保存維護技術。

回答問題C：

1. 使用OAIS

2. 不是PLANETS成員，但會評估是否採用其結果

3. 參與ⅡPC：Library and University Library共同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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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也須follow GEVER的rule

5. ERM；do check digital signature，但不create

6. 2011年會採用新的long-term規定，保留原始格式

8. 沒有

9. 用checksum處理，也用selective harvesting

10. born-digital，web archiving都採用books的編目格式，但

Access的系統尚未整合

11. 收錄產生機關或產生者(producers)提供的格式

12. 曾經migration floppy to tape

13. 大約90%成功，10% lost

14. 無

15. 針對web選擇政策，會辦理training courses

（拜會OPF執行長紀錄，併於荷蘭國家圖書館紀錄中；參訪比利時

新魯汶瓦隆分館紀錄，併於比利時國家檔案局紀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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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參訪照片

※以下參訪照片係依本書第二章及第三章之國別順序排列，以便讀

者參照。

一、歐盟所屬組織

文件生命週期管理論壇(DLM)

99.7.8在我國駐英國代表處訪問DLM

秘書處MoReq監督委員會執行長Martin 

Waldron(左)，以上圖文刊載於MoReq2012 

Bulletin No.1, 2010,8

開放PLANETS基金會(OPF)

99.7.22與OPF執行長Bram van der Werf(左)

於荷蘭國家圖書館合影

歐盟執委會歷史檔案館

99.7.15拜訪歐盟歷史檔案館

Kaffer Hatto處長(左)及同仁

歐盟歷史檔案館閱覽空間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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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為教堂的歐盟歷史檔案館入口 歐盟歷史檔案館郊區的文件中心庫房

歐盟執委會總秘書處

99.7.15拜會歐盟執委會總秘書處文件

管理處處長Peter Handley(左)及同仁
歐盟執委會大樓外觀

二、英國

英國國家檔案局

99.7.7 拜會數位保存組組長

Tim Gollins

99.7.7與執行組組長

Trish Humphries在入口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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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湖泊與庭園的英國國家檔案局外觀 入口接待處大廳

附設書店 展覽區入口

展覽一隅 展覽一隅

檔案閱覽室結合調出檔案、

使用者識別卡及指定座位的透明櫃

珍藏的倫敦古地圖



��� 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之管理

典藏庫房一隅 庫房中供人駕駛的檔案運輸車

大英圖書館

99.7.12拜會大英圖書館

PLANETS計畫經理Clive Billeuess

大英圖書館入口

大英圖書館外觀 大英圖書館展覽區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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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政府資訊服務處

99.7.2拜會資訊服務處處長

Ben Plouviez及同仁

蘇格蘭政府資訊服務處外觀

蘇格蘭國家檔案館

99.7.2拜會館藏發展處處長David Brown及

數位典藏與紀錄管理保護相關人員

行政總部及家族資料儲存與閱覽中心

(General Register House)

總部閱覽中心入口 總部閱覽中心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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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閱覽中心一隅 總部數位化工作區一隅

教堂改建的西區館 西區館閱覽室一隅

西區館展示空間 西區館庫房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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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大學

99.7.5拜會人文資訊學院，

與研究人員Kellie Snow合影

三、德國

德國聯邦檔案局

99.7.27拜會聯邦檔案局局長
Prof. Dr. Hartmut Weber

相關消息並登載於該局網站
http://www.bundesarchiv.de/oeffentlichkeitsarbeit/

meldungen/01987/index.html.de

聯邦檔案局數位化政策主管

Dr. Andrea Hanger

聯邦檔案局涉外事務主管

Dr. Sebastian Gleixner

與聯邦檔案局其他拜會人員攝於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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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科布倫茲(Koblenz)的

聯邦檔案局總部

聯邦檔案局總部模型

簡單的檔案展示區 檔案閱覽空間一隅

採用自然空調的庫房入口，

左側為超過60公分，含至少5層阻隔設計

的厚牆，右側為行政區牆面

庫房內部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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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國家圖書館

99.7.28拜會國家圖書館法蘭克福總館

數位典藏及資訊科技部門主管

Reihard Altenhoner及同仁

Tobias Steinke, Maren Brodersen

國家圖書館模型

國家圖書館著名的景觀圍牆 閱覽室一隅

可調式辨識樓層及位置之運書箱 天花板上的運書箱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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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書籍大小排列的庫房一隅
庫房內供人駕駛用運書車充電室

科隆大學

99.7.26拜會人文電腦科學系

Prof. Dr. Manfred Thaller

弗萊堡大學

99.7.30拜會電腦中心主任CIO(左2)

Prof. Dr. Gerhard Schneider及其研究團隊

四、瑞士

聯邦檔案館

聯邦檔案館外觀
閱覽室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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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室研究空間 99.8.2與聯邦檔案館相關主管、聯邦政府

行政處及電子化政府相關人員共進午餐

國家圖書館

99.8.3拜會國家圖書館

國際合作處Genevieve Clavel-Merrin

與數位典藏處Barbara Signori

國家圖書館外觀

五、荷蘭

荷蘭內政部

99.7.21拜會

資訊管理處drs. Kato Vierbergen

及衛生部社會福利與運動處

Medeleine

Kato會中所繪荷蘭政府正規劃統籌

文件及檔案政策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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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檔案館

99.7.22拜會檔案政策、數位化、長期保

存部門人員，右起drs. B.J. Abels,          

ir. J. van Luin and Boom

國家檔案館外觀

入口大廳 入口展示板

閱覽室入口 檔案準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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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庫房一隅 庫房一隅利用教育素材

庫房一隅利用教育設施 庫房一隅利用教育素材

與國家圖書館合辦之展覽 與國家圖書館合辦之展覽電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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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KB)外觀 國家圖書館(KB)外觀

六、比利時

國家檔案局

99.7.16拜會國家檔案局局長

Dr. Pierre-Alain Tallier

進行簡報會談

與相關人員合影 檔案局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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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房一隅 展示京滬鐵路館藏

修護室一隅

檔案除塵設施

數位化工作室一隅 整理文書章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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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章戳 章戳數位化成果展示

閱覽室一隅 展覽空間一隅

新魯汶區域分館(2009,1落成)

大樓外觀 歡迎來訪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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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室一隅

庫房一隅

七、愛爾蘭

財政部

99.6.30拜會科技政策司

Tedgh O'Leary, Enda Holland

歸檔公文

國家檔案館

99.6.28拜會館長

David Craig
與館長及紀錄徵集描述組組長

Tom Quinlan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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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 入口

接待大廳 儲物櫃及咖啡區

讀者辦證區 閱覽室入口

閱覽室一隅 櫃子上防止噪音的軟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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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縮閱讀區

庫房一隅

庫房地圖櫃及地圖盒 修護室

國家圖書館

99.6.29拜會資訊組

組長Geraldine Wilson及

系統管理師Eoghan O' Carrag'ain
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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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 閱覽室

數位互動展示空間 數位互動展示空間

葉慈文物展 葉慈文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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