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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發展的歷史脈絡--建置臺灣省諮議會史料總庫之總觀 

項  潔 彭惠萱 董家兒 蕭屹灵 
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 1

一、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源起 

 

臺灣省議會史料涵蓋自民國 34 年臺灣光復後，從民國 35 年開始，歷經省參

議會、臨時省議會、省議會至民國 87 年 12 月 20 日精省為止，歷經五十二年的

議政歷程。臺灣省諮議會承襲上述時期所留存的檔案資源，紀錄了臺灣民主政

治、地方自治與議政制度從萌芽、發展、茁壯的整個過程。在使用與研究上提供

了研究臺灣的學者當論述臺灣民主政治發展議題時，突破了由中央為主的論述觀

點，進一步轉變為由下而上的以地方自治的角度，探討戰後五十年間地方逐步透

過省議會的運作進而推動臺灣中央實踐民主化政治的脈絡，實乃瞭解臺灣民主政

治相關法案與地方制度的推動的重要史料典藏寶庫。 

因此，自民國 93 年起臺灣省諮議會將所典藏的臺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

省議會時期檔案、公報、議事錄及議員問政錄影帶等史料，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合作，至 98 年止推動檔案、公報、議事錄、議員問政錄影帶數位化工作。

此外，復於 98 年 4 月自籌經費將前述計畫未及完成之公報、議事錄後設資料著

錄工作由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中心接手，於(99)年 6 月底完成所有典藏史料數

位化工作。 

為使上述珍貴的史料資源能擴大運用，民國 97 年 10 月臺灣省諮議會與國立

臺灣大學數位典藏中心簽約合作建置「臺灣省議會檔案資料庫」。透過省諮議會

數位化檔案資料的提供，由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運用多年來推展數位

典藏的經驗與技術，開發以使用者需求為導向的系統，並藉由所開發的後分類、

詞彙自動擷取、檢索歷程控制等技術，幫助研究者對檔案資料的瀏覽、檢索與分

析比對，藉此推廣新的檔案分析方法，促進各界運用臺灣省諮議會檔案進行各領

域甚至跨領域的臺灣研究。2

並在經過一年多的討論與規劃，為期數位史料檔案得以長久保存並發揮加值

功能，民國 99 年 5 月臺灣省諮議會與國立臺灣大學將資料庫共同命名為「臺灣

 

                                                       
1 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 http://www.digital.ntu.edu.tw/ 
2 項潔、董家兒、蕭屹 灵，〈臺灣省議會檔案數位典藏系統之研發與建置〉，《臺灣省諮議會會訊》，

16，頁 33-4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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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議會史料總庫」3

二、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內容及系統規劃 

，進一步的整體性規劃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營運與發展，除

將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系統中原分散於三個系統資料庫的檔案、公報與議事錄整

合呈現外，並持續發展相關技術與工具，俾使臺灣地方自治之相關研究更加完

整、多元與便利，開創臺灣議政研究的新方向。 

臺灣省諮議會典藏史料資源即承襲從民國 35 年省參議會開始，歷經臨時省

議會乃至省議會，共五十二年餘的議政檔案，年代涵蓋民國 35 年 5 月 1 日至民

國 87 年 12 月 20 日第十屆省議會屆滿止，有關民政、財政、建設、農林、教育、

交通等完整的省議政資料，乃臺灣民主政治發展的最佳見證，史料分佈年代如下

圖。 

 
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內容年代分佈圖 

而由臺大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所建置的「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系統」中典

藏臺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省議會時期檔案、公報、議事錄等資料（議員問

政錄影帶後續規劃中），範圍與數量如下表所示： 

類型 內容描述 數量 匯入系統 
檔案 民國 35 年至 87 年 12 月 20 日臺灣省參議

會、臨時省議會及省議會與各級行政機關

間之往返公文。 

分為總務、民政、財政、教育、經建、主

計、提案、質詢等八大類。 

62,720 卷 

約 132 萬 5 千頁 

民國 35 年到 87 年的

檔案 

MD*：98,740 筆  

影像：1,325,954 幅 

公報 民國 35 年至 87 年 12 月 20 日各次 

會議紀錄、議員質詢及答復、大會決議案。 

分為報告、會議紀錄、圖表影像附錄、宣

言賀詞、提案、質詢、公文 

132 卷 

約 19 萬 8 千頁  

民國 62 年到 87 年 

MD：141,213 筆 

影像：132,584 幅  

                                                       
3 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 http://210.69.1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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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類。 

議事錄 民國 35 年至 87 年 12 月 20 日之間每次會

議過程及內容，逐字逐句詳實記載。 

分為報告、會議紀錄、圖表影像附錄、宣

言賀詞、提案、質詢、公文七大類。 

263 冊  

約 30 萬 8 千頁  

民國 35 年到 87 年 

MD：60,116 筆資料， 

影像：309,102 幅  

*MD：METADETA，亦稱為後設資料、詮釋資料，為各筆資料的內容描述。 
 

為呈現上述豐富的內容，由省諮議會與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中心共同規劃

史料總庫整體運作模式架構，第一階段著重在開發以使用者需求為導向的系統，

藉以推廣新的檔案分析方法 4

 

。（系統功能如下圖） 

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系統功能 

目前邁入第二階段，進行資料與系統的整體規劃，將省諮議會原有分散使用

的三個資料庫（檔案、公報、議事錄）進行整合，建立可整合檢索的史料總庫，

並將單點單一營運的系統重新規劃一個「單一管理，多面呈現的」營運架構，從

前端到後端、從保存到運用的完整營運模式，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系統營運架構

如下圖所示： 

                                                       
4 項潔、董家兒、蕭屹 灵，〈臺灣省議會檔案數位典藏系統之研發與建置〉，《臺灣省諮議會會訊》，

16，頁 33-4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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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系統營運架構 

如上圖所示，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系統透過「資料檢索存取通道」、「單一

的管理系統與備份機制」進行單一管理，並透過「可架設於各地的檢索系統」推

動多面向服務。 

透過「資料檢索存取通道」的設置，區別「後端管理系統」與「數位檔案儲

存設備」，使設置於不同地點的檢索系統可同步擷取共同的資源內容，系統內容

可同步呈現，加速資料的檢索並減輕檢索系統的負擔。如此一來則可滿足系統內

容同步而系統管理區別化管理的需求，未來若有國內外單位有任何加設系統與個

別的特殊設置亦可依照需求客制，達成多面呈現的目標。 

在單一管理部分，則透過「後端管理系統」以系統資料（XML、檢索系統 LOG

檔、典藏資源）、後端管理系統（詮釋資料管理、使用者管理、統計分析、錯誤

回報管理、系統資訊、權限管理、備份還原管理）、穩定服務（服務偵測、資料

備份）等功能進行後端與前端的服務，連結整合檢索系統與備援系統，進行連慣

性的服務。（管理系統規劃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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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管理架構 

為使史料總庫能永久保存，除透過上述管理系統進行備份外，並以備份設定

的方式將史料總庫內容進行自動與異地備援，透過自動備援將典藏管理系統與典

藏資源同步更新備份，並透過異地備援將內容於台大與省諮議會各存一份，則可

達到資源安全保存的目的。（備援模式如下圖） 

 

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備援模式 

因此，透過上述資源的整合與系統的管理模式建立，規劃省議會史料總庫整

提營運模式，未來除可使省諮議會檔案能更加便利的運用與推廣外，並建立議會

數位典藏檔案營運模式，後續並可將此經驗分享給全國議政單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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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資料運用-研究議題試作 

為讓使用者瞭解史料總庫改善後所產生的效能，本文透過研究議題的試作說

明透過史料總庫的使用，將能加強所檢索資料的廣度與深度，並從中瞭解臺灣省

議會史料所蘊含的豐富度。 

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候臺灣位於亞熱帶四面環海，每年夏秋兩季會受到許

多颱風侵襲，對於民眾生活影響甚鉅，從檔案中也保有議員與民眾攜手對抗風災

的紀錄。而自八七水災到近日的八八水災，顯見臺灣常遭受重大風災的侵襲，近

日的八八水災的小林村事件所引發的遷村議題亦為社會大眾所關注。而臺灣省議

會在 52 年的議政歷程中，有過什麼樣的討論是我們可以觀察並反思的，以下為

透過系統檢索所呈現的檔案內容。 

首先以「遷村」為關鍵字，進行檢索，如下圖所示，共有 75 筆。

 

經過檔案後分類分析與統計（如下圖表所示），遷村相關主題最大類別可分

為可分為開發、災害、醫療三大類，其中「醫療」並不在一般認知中屬於遷村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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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遷村」為關鍵字，檢索頁面。 

左為檢索結果以「相關主題」後分類呈現 

 

表：「遷村」類型統計分析表 

類別 數量 範圍 範例 

開發 51 筆（68％） 
水庫水壩、都市計畫、

十二項建設等。 
74 年曾文水庫淹沒區遷

建彰化王功海埔新生地 

災害 20 筆（27％）  
因天災人禍造成的遷

徙。 
76-82年花蓮縣秀林鄉銅

門村因颱風遷建。 

醫療 4 筆（5％） 
烏腳病等，為最早，亦

為未料想到的原因。 

43 年台南縣安定鄉復榮

村因烏腳病遷往三里遠

大同村。 

案例分析如下： 

1.檢索結果-相關主題：開發類別 

本文將水庫水壩、都市計畫、十二項建設等，劃歸為開發類別，共有 51 筆，

主要係因政府公共建設與開發而遷徙居民，由於牽涉到立法與建設等等因素，往

往耗時耗力，其中在省議會檔案中以曾文水庫淹沒區遷建彰化王功海埔新生地一

案歷時最久，從修法到公共設施的解決共歷時 28 年，時程的拖延與公文的往返

均造成當地居民的不便與困擾，相關歷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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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水庫淹沒區遷建彰化王功海埔新生地  

57 年 
曾文水庫淹沒區居民遷建辦法修正通過。 
-典藏號：0034230057004 
-相關機關：無 

73 年 
曾文水庫淹沒區居民遷建彰化王功海埔新生地放領登記一案。 
-典藏號：0031230273001 
-相關機關：曾文水庫 

85 年 

曾文水庫淹沒區居民遷建彰化王功海埔新生地對外聯絡道路狹窄，

遷建基地公共設施環境衛生等問題未能改善，請協助解決乙案。 
-典藏號：0034420285012 
-相關機關：彰化縣大埔鄉公所，臺灣省曾文水庫管理局，彰化縣芳

苑鄉公所。 

2. 檢索結果-相關主題：災害類別 

其中另一大宗為因風災、水災造成的山地區域山崩等情形，事件發生時往往

造成重大人民生命財產損害，為免人民生命安全遭受威脅而進行遷移。然而颱風

風災乃一時，而人民生計才是永久的，將人民從原居住地往外遷移，而生活所依

的耕地與生存方式並無隨之改變，往往風災結束一陣子之後，因為生活因素往往

又在遷回原居地，悲劇不斷重演。以下以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為例，從省議會檔

案中見證人民來來往往遷徙的過程。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因颱風遷建 

76 年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七鄰因琳恩颱風造成山崩水災，經災難勘查後

協商至 79 年 3 月完成遷村土地取得。 
-典藏號：0031150080001 
-相關組織：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七鄰遷建委員會  

79 年 

歐菲莉颱風來襲造成銅門村十二、十三鄰土石流埋村，35 人死亡。 
-典藏號：0034230079145 
-相關機關：臺灣省政府 
-相關人名：何耀寰（國大代表）陳情速撥款補助復健工程  

82 年 

銅門村道路案與遷建博愛新村品質低劣不堪居住請補救案。 
-相關人員：林春德（省議員）質詢 
-典藏號：0034230079145 
-相關機關：臺灣省政府 

結果 
「博愛新村」安置十二、十三鄰村民，然因附近沒有可耕地與平地

工作不易，部分村民重回山上建屋耕作，成為常被引以為鑒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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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索結果-相關主題：醫療類別 

   在遷村的檢索結果中，有一項為非預期的結果就是「醫療與疾病」類別，亦

為此次檢索中年代最早的資料（民國 43 年：典藏號 0021170543001），所陳述的

係為台南縣議會陳情安定鄉復榮村怪病問題，自此引發遷村的結果。從檔案中可

知，復榮村怪病乃為後來所稱的烏腳病，因此以「烏腳病」再次檢索，共有 16

筆蘊藏在省議會檔案中，檢索結果如下： 

 

從上可知烏腳病自 43 年爆發後，直至 72 年後才陸續因工業污染發生相關問

題，但在民國 43 年並無所謂工業污染時期，烏腳病的發生從日治時期開始，到

民國 42 年地方議會陳情省議會（臨時省議會時期）後始被重視，開始有臺大醫

療團隊到當地研究，確認為砷中毒（後稱俗稱烏腳病），後由省議會組團調查後

送陳情書予省政府引發中央與輿論的重視，而快速的決定遷村並擬定完善的遷村

計畫，復榮村怪病與遷村過程如下表。 

復榮村怪病說明與遷村經過 
日治時期 
（民國 13 年起） 

開始有病徵-全鄉有九成致病，但未檢測出原因。 

民國 42 年 
鄉長王建都陳情各界引發注意，組成醫療團隊進駐研究-初
步認定為地下水含砒素（砷）致中毒。 

民國 43 年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組團調查後檢附調查書送請省政府改善

該村飲水及對患者加以治療或考慮遷移。 

民國 44 年 

8 月-省政府建設廳、臨時省議會與安定鄉公所召開「台南

縣安定鄉復榮村遷村會議」：討論遷村的可能性。  
9 月-立法院報告 
10 月-內政部召開「關於臺灣省台南縣安定鄉復榮村皮膚病

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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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中華日報召集南部醫學界專家座談會  
民國 44 年 11 月 台南縣政府提「台南縣安定鄉復榮村移村計畫」 
民國 46 年 確認六塊寮（大同村）水質無虞後，全村北遷 

 

從檔案內得知，因

時代因素建置自來水費

用（千萬）與遷村（百

萬）經費差距過大，而

臺灣光復初始經費不足

以全面建置自來水，因

此乃有遷村的建議，而從計畫到遷村完成僅僅歷程 4 個月（44 年 8 月-11 月，僅

4 個月即決定遷村並擬定完善的移村計畫。），決策過程乃由透過地方（縣議會、

省議會）與輿論（中華日報）影響中央決策。 

而檔案中「復榮村全體村民告各界怪病奇災書」與「台南縣安定鄉復榮村移

村計畫」過往研究均未見過，可作為未來研究的佐證。 

從上述從省議會遷村資料中可知，決策過程不論是從上而下以政治性或經濟

性目的要求特定區域人民遷徙（如：水庫興建）或由下而上因地方人因遭遇生命

財產威脅而向上陳情，在省議會資料中均能提供相關的資料，在省議會史料總庫

系統中深入呈現資料特色，提供多面向的研究材料（防災、建設、衛生等） 。 

 

四、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之意義與未來展望 

臺灣省諮議會檔案蘊藏臺灣議政五十二年的資源，實完整囊括臺灣民主發

展、地方政治與議政發展的脈絡，豐富完整的議政史料透過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

究發展中心推廣系統建置的經驗與技術，建置為「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便以

「提高使用便利性」及「深入而有效的

運用」為主軸進行功能規劃，期能增進

使用臺灣省諮議會數位化檔案於學習、

教學與研究的便利，加快研究者文獻瀏

覽速度，輔助研究資料的分析與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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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提升研究成果，深入臺灣研究的面向。因此，透過本系統的建置，將可帶來

以下意義： 

1.見證歷史發展 

透過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將臺灣省議會檔案、公報、議事錄及影音檔之串

連，完整反映過去社會政治、經濟等縮影，呈現民意及政府互動過程，並提供臺

灣民主發展之重要脈絡。 

2.促進學術研究 

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對於特定政治人物、當前政府政策與制度改革，及臺灣

民主政治及議政研究都將深具參考之價值。  

3.推動民主教育 

透過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可鳥瞰資料全貌，宏觀的分析及掌握臺灣省議會相

關資料，並從中發現重要議題，以滿足研究需求。在教學上則可透過本系統提供

各級學校老師及學生便於獲得相關資源，作為課程資源及教材。 

    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於 99 年 9 月建置完成後，未來內系統內將整合參議會、

臨時省議會、省議會時期檔案、公報、議事錄錄等史料，將能更深入發揮臺灣省

議會議政檔案完整豐富的特性，並為研究者帶來更多臺灣民主議政研究之助益，

而未來臺灣省諮議會與臺灣大學數典中心亦將共同推展「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

相關活動，除了至各級學術單位辦理研討會、研習營及工作坊等學術活動之外，

並於各縣市推動議政史料數位典藏經驗分享說明會，將臺灣省諮議會的數位化經

驗推展至五都及各縣市議會，並建立起完整的臺灣地方自治史料及發展脈絡，以

促進臺灣地方自治之研究，未來則再進一步將經驗推展到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