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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庋藏之檔案資料為海內外研究中國近代史

1948 年冬，為因應戡亂局面，將重要史料及文物經廣州

重要資料來源，2018 年國立政治大學（簡稱政大）與中

運抵臺灣，先暫存臺中，後定於南投草屯荔園。1979 年

國國民黨簽署「黨史資料委託管理合作協議書」，將此批

檔案北遷陽明山中興賓館，外界以「陽明書屋」稱之。

史料移至政大社會科學資料中心（簡稱社資中心）典藏。

1998 年搬至中山北路舊中央黨部大樓七樓。2000 年中國

政大社資中心接受黨史檔案委託代管後，進行檔案之整理

國民黨組織再造，黨史委員會與文化工作委員會合併，

與數位化，並建置黨史檔案探索系統，提供檔案數位內容

改稱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縮編為黨史館隸屬於

檢索與應用。本文簡介此批黨史檔案內容概要與數位化過

文化傳播委員會。2002 年黨史館搬遷至現今中央黨部臺

程，並以圖文相佐方式介紹政大社資中心新建之檔案探索

北市八德大樓四樓，提供檔案史料典藏、展覽、閱覽服

系統功能（https://archiveds.lib.nccu.edu.tw/）及閱覽服務，

務及學術交流。1

希望有助於海內外漢學研究者透過網路查詢及研究使
用。

中國國民黨自孫中山先生於 1894 年創立興中會迄
今，已歷經超過 120 年的歷史，為近代中國歷史最久、
執政時間最長的一個政黨。記錄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過

一、檔案託管始末及其內容梗概

程之檔案資料，因其內容價值成為研究中華民國史或中
國近代史重要之史料，學者有稱「如果沒有國民黨的資

中國國民黨黨史檔案淵源，溯自 1930 年中國國民

料研究作基礎，整個民國史的研究就不可能全面、系

黨在南京設立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創設目標在於徵

統、深化」。2 史學研究有賴於充分的史料，中國國民黨

集、典藏民國革命史料以及文物。1937 年蘆溝橋事變爆

黨史館庋藏之檔案資料為海內外研究中國近代史重要的

發，史料文物隨政府遷往重慶，抗戰勝利後運回南京。

參考資料來源。3

＊ 作者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兼圖書館副館長。
1 王文隆，〈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簡介〉，《漢學研究通訊》32:4（2013.11）：28-32。
2 劉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編，《中國國民黨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 5。
3 劉維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會議史料的內容與運用〉，載於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主編，《海峽兩岸檔
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6），頁 9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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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國國民黨對於黨史館經營政策有所轉向，

（一）數位化前置處理

因與政大曾有 2012 年託管孫中山紀念圖書館資料的前
例，遂於 2018 年 3 月與政大正式簽署「黨史資料委託
管理合作協議書」。政大衡酌此批檔案內容橫跨國民黨
發展的重要階段，檔案內容不僅載錄各項黨務發展過
程，更是與政治時局發展連動，其決策過程紀錄皆是珍
貴的史實研究素材，因此，結合政大校內檔案學及歷史
學者專長，期許此批檔案在原有黨史館建立的基礎上能

為避免移交檔案隱有蟲菌恐傳播至其他未汙損之檔
案，入庫前進行除蟲滅菌可有效阻絕滋生，社資中心採
低溫法，分批將檔案裝入聚乙烯塑膠袋密封，再放入攝
氏零下 20 度至 30 度之冷凍櫃達 7 日以上，待回復至室
溫後取出檔案、去除塑膠袋，逐頁檢視檔案，將乾化、
粉粒化之雜質或蟲屍，以軟毛刷輕拭清除後，置於工作
區等待後續處理。

發揮研究與應用的加乘效果。4
此批黨史檔案於移交時，根據內部業務組織或檔案
來源分為 20 個文件系列，其中深受各界矚目之重要檔案
系列名稱，有：（一）一般檔案，包括總理、總裁專檔、
中國國民黨自建黨以來之各種資料；（二）環龍路檔案：
1914 至 1925 年間中華革命黨及中國國民黨的資料；（三）
五部檔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之後，中央黨部內
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商民五部之檔案；（四）漢口

檔案數位化之前是在不傷害檔案內容前提下，將檔
案裝訂之釘針與其他附加物去除，並將每頁紙張攤平，
邊緣折角理平，如皺摺嚴重致使掃描影像之摺痕有遮蓋
文字之虞者，使用電熨斗襯紙低溫熨平，依序整齊排
放。為避免檔案原始順序錯亂，拆卷前以軟心 6B 鉛筆
逐頁編寫頁碼，若遇有浮簽、夾簽者則獨立編頁。
（二）數位影像掃描

檔案：1924 至 1927 年間，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及中
央特別委員會之各類檔案；（五）監察檔案：中國國民黨

檔案影像掃瞄規格參考近年數位典藏主流格式，採

中央監察委員會檔案；（六）政治檔案：中國國民黨中央

TIFF 檔、全彩、不壓縮、解析度 300dpi 之典藏格式。

政治委員會檔案；（七）特種檔案：主要為中國國民黨中

但提供系統瀏覽格式則轉成 PDF 加浮水印保護。掃描

央秘書處及地方、海外黨務檔案；（八）國防檔案：國防

過程由經過訓練之工作人員進行，根據原件狀況判斷是

最高委員會產生之各類檔案；（九）會議紀錄：自第一屆

否需先簡易修復後再進行掃描，影像掃描過程根據下列

全國代表大會起，國民黨內所有重要會議之總和。

判斷原則處理：
1. 放置原稿前仔細檢查掃描器承物玻璃，保持潔淨而無

二、黨史檔案數位典藏作業

灰塵和污跡。
2. 掃描之影像必須涵蓋原件周邊至少 0.2 公分以上，以

由於黨史檔案數量龐雜，在移交政大社資中心託管

利確認影像檔之完整性。

前，尚有檔案缺乏完整編排描述，政大接受託管後，首

3. 如果原件包含浮貼，掃描時需分別掃描浮貼蓋著、浮

要之務在於進行檔案整理及優先將尚未數位化部分進行

貼掀開之影像，如果同一處有數張重疊之浮貼，需逐

影像掃描。檔案數位化處理作業流程，包括：前置處理、

張掀開掃描。

數位掃描、影像檢核、後設資料（metadata）建檔等，
擇要說明如下：

4. 若檔案原件紙張過薄會透字，需裁切與原始檔案大小
一致之襯紙予以襯底後掃描，且影像不得外露襯紙。

4 林巧敏、王立勛，〈黨史檔案數位典藏作業及其數位人文工具應用經驗〉，《圖資與檔案學刊》13. 1（2021）：17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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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檔案如有襯貼或裱補的紙材、黏疊文件、書冊周邊陰

檔案層級描述方案，採用在後設資料保留原檔號，但重

影，在不影響影像完整性的原則下，可適當切除，以

新梳理檔號結構進行轉換對照，於檢索系統建置批次轉

維持影像閱讀的清晰度。

檔時區分層級關係，提供新建置之檔案探索系統可呈現

6. 檔案內容模糊時，可提高對比、解析度及銳利度，將

反映檔案實體結構之目錄層級瀏覽功能。

影像調整清晰。
7. 原件規格過大時（超過 A3），原則以大圖掃描器 1 次

三、黨史探索系統功能介紹

掃描完畢；無法 1 次掃描完畢時，始得分區掃描，分
區掃描採由上至下，由左至右方式，以實際閱讀方向
決定，且重疊 2 公分接合區域，以顯示其關連。
8. 掃描過程應同時確認前置作業是否有缺漏之處，記載
於檔案處理作業註記單，並退回修正。

檔案檢索系統是使用者找尋浩瀚檔案資源的重要指
引，因網路與資訊技術的發展，檔案檢索系統由原本的
紙本轉變為電子形式，線上檔案檢索系統相較於傳統紙
本檢索工具，具有檢索速度快、檢索點較多、便於資源
共享、檢索結果輸出靈活等長處，也能藉由連結功能提

（三）影像檢核修正

供使用者悠遊檔案層級結構之間，瀏覽相互關連的案卷

完成影像掃描提供使用前，需要嚴格檢核把關品

與人名、地名權威等資訊。5 檔案檢索不同於圖書，其

質，避免日後需要重新提調掃描的作業成本。檢核過程

文件與文件之間、案卷與案卷之間，均有案情發展的關

由建檔人員建檔後交互逐筆檢驗，再由檢核人員整合抽

連性，檔案案卷整理的過程，是將檔案最小單元之案件

驗，過程中若發現影像數量與原檔案頁數不符、影像跳

與所屬案卷建立實體連結關係。因此，檔案資料之檢

頁或漏頁、影像歪斜、留邊過大、折痕過於明顯、透頁

索，需要呈現由下往上的階層架構，而且每一層實體可

或影像模糊、色階或亮度不足等瑕疵，必須重新掃描。

以對應到唯一的上層實體，亦可向下關連衍生出許多的
下一層實體。檔案檢索工具不同於圖書編目採個別編目

（四）後設資料建檔
政大為提供檔案檢索及瀏覽數位化影像內容，針對
移交之檔案重整後設資料欄位，基本之著錄欄位包括：

方式，應發展出能善用檔案實體編排所展現的案情關連
性，利用目錄上下層級瀏覽的對應關係，找到所需要的
相關案卷。

檔號、案件名、產生者、資料類型、案卷名、日期（民

對於檔案描述著錄的層次，存在由下而上的層級關係

國、年號及西元）、內容描述、產生地、相關人名資訊、

為：項目或案件層次（item level）、案卷層次（file level）、

相關地名資訊、計量數量與單位、外形描述、語文、典

文件系列層次（series level）、 全宗層次（fond/collection

藏單位、製作單位、備註、拍攝備註等。

level）以及全館層次（repository level）。根據調查研究，史

因原本黨史館移交之檔案，對於檔案描述層級均以

學研究者對於檔案檢索系統功能的期許，包括：6

「案件」為基本描述單位，導致社資中心在接收初期整

1. 檢索方式除「簡易查詢」外，可提供「進階查詢」；

理過程，後設資料建檔受限於既有框架沿用舊制，仍以

2. 能提供檢索後分類瀏覽以及檔案層級瀏覽功能；

「案件」層級建檔。但為設計能瀏覽檔案史料脈絡之檢

3. 檢索結果能連結瀏覽影像內容；

索功能，社資中心分析黨史館過往檔案描述邏輯，對照

4. 可因應不同使用需求及使用目的，提供個人化服務。

實體案卷排架順序，並與政大檔案學專業教師討論提出

有鑑於此，社資中心在接收檔案而重新規劃系統之

“Observing Use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User Interaction with Online Finding Aids,”Journal of Archival Organization 8.1 (2010):
5 J. C. Chapman,
4-30.
6 林巧敏，《檔案使用調查與案例分析》（臺北：五南出版公司，2015），頁 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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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除了納入前述使用者研究需求，也關注史學者開展
數位人文研究的趨勢，因此，對於新系統的開發特別重
視的工作在於：
1. 重整不同系列檔案描述格式，呈現檔案史料脈絡。
2. 加入數位人文工具，開發檔案內容資訊。
對於新開發之黨史檔案探索系統，本文採用圖文方
式說明系統的基本檢索功能以及呈現史料脈絡的檢索功
能設計，並介紹系統輔助研究者進行數位人文研究的相
關功能。
（一）提供多元查詢角度
檢索功能多可分為簡易查詢與進階查詢，簡易查詢

圖 2 進階檢索查詢功能畫面

採直觀式的一鍵檢索設計，使用者可直接鍵入檢索的詞
彙，系統比對查詢吻合該詞彙並呈現檢索結果筆數。（圖
1）

（二）檢索結果顯示
查詢結果顯示查獲的檔案筆數以及簡要目錄資訊，
並在畫面上方提供檔案年代分布之統計圖，便於使用者
一目了然檔案時間分布情形。（圖 3）畫面左側提供查
獲資料筆數的後分類，使用者能夠以檔案系列名稱、文
件產生者、資料類型、文件產生地、語文、數位物件、
產生日期等不同角度，點選各種後分類呈現，提供檢索
結果多元角度的檢索結果瀏覽。

圖 1 簡易檢索查詢功能畫面

進階查詢則是提供已知條件之檢索者，可以指定特
定後設資料欄位的組合檢索，可運用布林邏輯進行後設
資料之系列名稱、案卷名、案件名、文件產生地、文件
產生者、產生日期、主題、內容描述等欄位之交叉組合
檢索，以擴大或限縮查詢條件。（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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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呈現史料脈絡之檔案層級瀏覽
黨史檔案經過前置處理梳理檔案層級架構後，可提
供使用者綜覽館藏，提供完整鳥瞰的檔案系列架構圖，
且此一架構圖能夠點選加號（+）或是減號（-）動態呈
現，亦可直接點選展開連結瀏覽。此項「典藏瀏覽」功
能，如需瞭解各檔案文件系列項下包含之案卷，可進入
「典藏瀏覽」後，點選左方結構圖中該檔案文件系列名
稱，即可展開收納之案卷，各案卷點選後亦可列出項下

1. 事件維度分析
檢索出結果後，系統提供再檢索查詢，輸入關鍵字
後可在結果中再次檢索。如未有特定關鍵字需求，亦可
利用後分類功能，設有文件產生者、文件產生地、資料
類型、產生日期、出版者、有無數位物件等 6 種後分類，
藉由 metadata 欄位著錄值，可直接在瀏覽檢索結果時挑
選所需的後分類項目，進而直接連結瀏覽相關屬性資料。
（圖 5）

之各案件簡目列表。（圖 4）

圖 5 檢索結果後分類畫面

2. 物件維度分析
提供標籤雲功能，運用文本分析工具，將後設資料
中有語義概念之詞彙加入出現頻率權重，以視覺化呈現。
圖 4 典藏瀏覽功能提供檔案層級瀏覽及顯示

（圖 6）

使用介面除了左側典藏瀏覽的結構圖顯示，在簡目
呈現中也清楚標示案件、案卷及系列之欄位名稱，可讓
使用者在系統介面清楚瞭解此刻居於層級脈絡上的那一
個位置，降低檢索迷航。
（四）不同維度之檢索內容分析
系統可提供檔案內容事件維度、物件維度、時間維
度以及空間維度等多重脈絡的內容分析。

圖 6 檢索結果標籤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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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時間維度分析
系統畫面設計檔案時間分析，可提供使用者能輕易
地連結屬於某個年代的事件，並盡可能去感受或分析
檔案內容所呈現的時間關聯，在檢索結果年代分布長條
圖，點選畫面右上角「excel 檔案下載」可下載統計分
析資料，提供使用者進一步利用資料，此一功能可滿足
檢索結果檔案時間分布與時間趨勢之觀察。（圖 7）

圖 8 檢索結果地理區位連結圖示

（五）提供開放資料連結
有鑑於維基百科辭目數量豐富，往往可提供簡介型
資訊參閱，且因其具有開放取用的特性，因此，本系統
連結維基百科比對可資運用的條目，將該開放資料經後
臺建置連結索引後，呈現於本系統畫面，可提供使用者
延伸閱讀參閱。（圖 9）

圖 7 檢索結果年代分布長條圖畫面

4. 空間維度分析
歷史檔案中，地理要件與歷史事件密不可分，在傳
統檢索系統中地理要件經常以欄位中文字呈現，未能提
供讀者明確的空間概念，在新系統中對於 metadata 文件
產生地欄位，如有著錄明確地點者，可透過與外部地圖
串聯（Google Map），呈現 Google 地圖，輔助使用者對
於地理區位有更清楚的概念。（圖 8）

圖 9 檢索結果連結維基百科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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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黨史檔案閱覽服務

詢，同時也是檔案館與使用者、檔案館與檔案館之間的
交流工具。使用者及其他檔案管理部門藉助檔案檢索系

系統內已有全文影像可供瀏覽之筆數約 14 萬筆（相
當占全部檔案筆數的二分之一），目前仍有部分檔案資
料尚待目錄建檔，無論是完全缺乏目錄或是已有目錄建
檔卻尚未數位化者，皆是政大未來持續推動此批檔案建
置工作的重點。

統，可迅速掌握各檔案館之館藏特色及其內容價值。
檔案檢索系統功能是基於使用者查詢需求所設計，因
此，需要貼近使用者檢索行為，並滿足對於資訊檢索的
使用目的。臺灣不少檔案檢索系統仍採單一案件層級著
錄者，無法完整呈現檔案文件之間的層次隸屬關係，

對於已建置數位影像之檔案，可提供使用者經由系
統檢索瀏覽檔案數位化影像，首次點選瀏覽需要登入檢
索系統會員功能，但囿於國民黨的委託協議載明開放對
象與範圍，目前黨史檔案探索系統僅開放檔案目錄於網
際網路查詢，但全文影像瀏覽仍須親臨政大中正圖書館
一樓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閱覽室使用。經目錄查詢如屬尚
未影像掃瞄者，使用者可先於探索系統加入會員後提出
申請，政大圖書館會衡量申請量優先進行數位化後於閱
覽室提供影像瀏覽，或以原件調閱至閱覽室提供讀者閱
覽。調閱黨史資料之數量依政大圖書館調閱黨史檔案規
定辦理，閱覽、複製黨史資料，一律在政大圖書館為之，
當日調閱當日歸還，不得攜出館外。
如果親臨政大圖書館閱覽室使用檔案，因保護受託
保管之檔案，限制讀者不得攜帶背包進入，可將個人物品
寄放於免費置物櫃，閱覽區禁止使用平板電腦、照相機及
手機，如有攜入筆記型電腦之必要，請辦理登記。影印複
製檔案需事先申請，且申請閱覽、複製黨史資料僅供個
人學術研究之用，且限當次申請目的及申請者使用，不得
轉讓他人或移為他用。目前黨史閱覽室設於政大孫中山
圖書館內，開放閱覽時間為週一至週四下午 13:00-17:00。

五、結

語

檔案檢索系統所儲存的大量資訊，不僅可提供查

導致見樹不見林之憾。通常檔案使用者的檢索需求並非
單一文件，而是希望找尋檔案內容所記錄的關係與發
展脈絡。因此，檔案檢索系統除了需要提供已知項目的
檢索功能外，也需要提供使用者瀏覽相關的檔案文件，
藉此可由文件上下層級瀏覽中，梳理事件的發展與關
連。
歷史研究是在不同的檔案和史料間，找尋新脈絡，
藉此進行結構性分析或訴說被時光湮滅的故事。檔案數
量龐大，彷如一個個散落的接點，需要史學家的目光和
關懷加以串連，並揭示其意義。史學研究所從事的，便
是從檔案的既有脈絡中，在不違反歷史事實的原則下，
以新的視角建立新的脈絡，挖掘出過去尚未被世人所知
悉的面向。藉由檔案檢索系統嶄新的數位內容分析功
能，除了可創造出一個令研究者更能觀察的環境，並
可析理出埋沒在史料中的線索，讓史學家可以將心力投
注在對史料的解讀。經由檔案的數位化和系統功能設
計，檔案內容豐富且多重的脈絡可以被發現、被呈現和
被觀察。7 理想之檔案檢索系統除了可提供案件、案卷、
文件系列之間的瀏覽，也能支援檔案內容事件、時間
或地理維度的分析，並藉助連結開放資料，輔助解讀檔
案內容。檔案檢索系統提供數位內容分析功能，可活
化檔案使用的價值，更能協助史學家開展新的議題探
索。

7 項潔、翁稷安，〈多重脈絡—數位檔案之問題與挑戰〉，載於金觀濤、劉昭麟、項潔等著，《數位人文要義：尋找類型與軌跡》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 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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