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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一) 邁向 2011－檔案管理 10年發展策略 
檔案管理 10年發展策略指出核心價值在於提供國家發展見

證創造國家智慧資產，基於核心價值遂發展出提昇政府知識管理

效能便捷檔案資訊開放應用的願景，為達成「創造檔案加值，便

捷檔案應用服務」之發展目標；將規劃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

統，並進行試辦作業，以Web 2.0的新興資訊技術，推展創新型
態的檔案應用，推展擴散檔案意識，吸引廣大社會民眾對檔案資

產之珍視。 

(二) 國家檔案數位服務計畫 
國家檔案數位服務四項計畫目標明確指出：１、加值國家檔

案，實現轉型正義 (Transitional Justice)－探究歷史真相，實現轉
型正義，優質國家檔案資訊；２、普及檔案應用，滿足顧客需求 
(Records Customization)－主動服務民眾，鼓勵公民參與，普及政
府資訊運用；３、貫穿文檔資訊，即時公開資訊 (Ubiquitous 
Official-Documents)－便捷機關作業，促進資訊公開，隨時可得政
府資訊；４、發展電子檔案，傳承歷史紀錄 (E-records Preservation)
－結合民間需求，銜接國際趨勢，永續保存電子檔案；將基於維

基百科(Wikipedia)創辦人 Jimmy Wales所提出的維基精神：１、
民主的氣氛─人人都是平等的；２、自由的編輯─大家都可以共

筆協作；３、開放的討論─對內容允許共同討論；４、客觀的指

引─產出公正的結果沒有偏頗，建置及試辦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

答系統，提供開放分享、互相交流合作的線上平台，讓檔案管理

從業人員、檔案相關領域學者(生)專家、事件相關當事人及其家
屬遺族、文獻史料愛好者等社會大眾，一同參與共筆協作，達成

國家檔案數位服務計畫 TRUE目標。 

(三)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服務與監造案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為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服務與

監造案之分項工作之一，將國家檔案進一步加值處理與應用，除

了展現歷史檔案紀錄外，透過線上百科之條目形式介面，使用者

可以蜘蛛網式的擴散，進行多面向多層次的關聯資訊搜尋，建構

立體充實的整合資訊，透過共筆協作機制，事件關係人、學者專

家或一般民眾，都可以回饋經歷、看法見解甚或還原另一面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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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以建構完整深入的國家整體記憶，提昇國家檔案價值。另

外，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為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服務與

監造案成果應用之一環，亦提供良好知識庫平台，支援核心技術

(轉置、模擬與過時必備軟硬體)與基礎建置(電子檔案定義/格式/
管理)之研究，故本系統將定期發表該專案階段性工作成果，提供
各界參考。 

二、未來環境預測 

(一) 建立加值化之國家檔案知識應用環境 
檔案知識靜態呈現，如同僅在櫥窗陳列貨物等待顧客上門，

無法主動吸引更多顧客前來。因此，國家檔案內容，必須透過進

一步加值化管理萃取檔案內涵成為知識，進而建立知識組織模式

與基本應用模式，並且掌握社會脈動，因應各行各業不斷推陳出

新知識主題內容、項目，才能吸引更多的使用者，使檔案知識生

活化、普及化，甚至創造知識，提昇國家競爭力。反之，經由現

存國家檔案資訊內涵所挖掘出的知識，若缺乏加值化管理，必然

零亂無章，且若無法因應民眾需求加以重整再造，不僅無法持續

吸引民眾應用，只能將挖掘結果永遠束之高閣，勢必難以擴大應

用範圍，更難以突破電子檔案保存模式，昇華至提供民眾與生活、

政策及學術有關等特殊問題解決方案。 
而現今檔案資訊系統，對於執行檔案業務本身之經驗，並未

能加以重複利用，如能透過資訊系統控制，適時回饋處理流程之

本體架構，可以改善行政效率。因此，建立檔案行政業務資訊知

識共享平台，即時掌握業務知識，以提高行政效率之需求將更為

迫切。 

(二) 結合民眾生活的檔案行銷應用環境 
現行政府機關網站，強調制式化的版面配置，原意在簡化民

眾使用學習之過程，卻犧牲了視覺活潑性及使用者個別需求的差

異性。而目前網路應用發展逐漸朝向以個人為中心，不能充分反

應民眾個人化網路應用習慣者，無法吸引民眾。故未來政府電子

檔案訊息，必須進行架構調整，整合不同類型之資料；強調簡化

作業流程，並結合智慧型查詢、結果分析等功能，以個人化、客

製化及精緻化方式呈現內容，以深入民心。預測未來將以Web2.0
為呈現架構，並結合各類即時通訊、網路電話等之產品，廣泛提

供與民眾雙向溝通管道，藉由資訊技術主動向民眾行銷電子檔案

相關訊息，提供特定主題資訊之訂閱功能，使電子檔案可以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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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日常生活能緊密結合，並提高全民參與之意願。 

三、問題評析 

(一) 缺乏來自非官方的聲音 
根據檔案法第二條規定，「檔案」係指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依

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無論是

具有永久保存價值，而移歸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理之「國家檔

案」，或是各機關自行管理之「機關檔案」，其範圍僅限定於中華

民國政府機關所歸檔管理的資料，所呈現的是官方說法，就描述

一個事實或一樁事件來說，官方說法並無法完整表達其全貌，可

能還有其他民間團體的紀錄、外國政府的檔案或紀錄、當事人親

身經歷或是其後代遺族經由長輩口述的記憶等等，由於這些非官

方說法並非檔案法所規定的範疇，因此無論「國家檔案」、「機關

檔案」對非官方說法的記載均有不足之處。 

(二) 檔案無法紀錄目前動態資料 
根據國家檔案移轉辦法第二條之定義，各機關永久保存之檔

案，自文件產生日起屆滿二十五年者，應於次年移轉檔案中央主

管機關管理；因此「國家檔案」所收錄的檔案資料都是歷史的(至
少超過二十五年以上)、靜態的(內容永遠不會再更改)紀錄，對於
正在發生的、持續變動的資料便無法列入「國家檔案」。 

(三) 現行著作權法的權利全數保留限制 
根據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所謂著作權，係指

因著作完成所生之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而著作權法第十條

前段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換句話說，著作人

於完成其著作後，即依法享有著作人格權（即姓名標示權、公開

發表權以及禁止不當修改）及著作財產權（如重製、散布、改作

及公開傳輸權等），任何人未經授權原則即不得加以利用。因此現

行著作權法將人格權與財產權全數保留的作法，不利於網路線上

分享，為避免侵犯著作權，資料的參考引用上便有所顧忌，這樣

的作法便阻礙知識的流通與加值再利用。 

四、小結 
根據檔案管理 10年發展策略、國家檔案數位服務計畫及電子檔

案長期保存技術服務與監造案，發展出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

統，並對未來環境與目前遭遇問題做適當的預測及分析，更能進一

步瞭解系統發展之緣由、背景，以開啟後續建置、試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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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可行性評估(TELOS) 
進行系統可行性評估的主要目的在於確定未來主題檔案線上百科

問答系統是否可以成功地建置與試辦，將從技術面(Technologies)、經
濟面(Economics)、法規面(Legislation)、作業面(Operations)以及時程面
(Schedule)分別進行評估，請參考以下說明： 

一、技術面 
建置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需要採用一個合適的維基系統

(wiki system)，參考淡江大學林信成教授對於目前多種維基系統的評
估方法，分成系統功能與中文支援能力，如下所示： 

(一) 系統功能 
系統功能評估面向包含所採用程式語言、資料存取方式、系

統功能強弱、系統建置難易、系統普及率、系統更新頻率等。 

(二) 中文支援能力 
中文支援能力評估面向包含預設文字編碼、預設操作介面、

支援中文操作介面、支援中文內容顯示、支援中文頁面連結等。 
Mediawiki是目前線上百科系統廣泛採用的平台，因此使用者最

多、說明文件最為齊全，許多問題都可以在官方網站獲得解答，在

進行綜合系統功能與中文支援能力評估後，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

系統決定採用Mediawiki 1.13.2做為主要開發平台；由於全世界最大
的線上百科系統─維基百科(Wikipedia)也是採用Mediawiki做為建置
線上百科基礎平台，足以證明採用Mediawiki建置主題檔案線上百科
問答系統，在技術上是充分可行的。 

二、經濟面 
由於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所採用的Mediawiki是 Open 

Source軟體，可以安裝在Windows或 Linux等作業系統上，因此硬
體需求只要一部個人電腦等級即可，其他應用軟體像 Apache網站伺
服器軟體、MySQL資料庫伺服器軟體、PHP程式開發語言都是開放
原始碼(Open Source)類型，在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授權協議
下可提供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免費使用，故軟硬體成本較為

經濟；在條目資料取得方面，可利用檔案法令彙編、檔案名詞彙編、

檔案小故事等現有資料內容，做為條目資料素材，視需要再取得他

人授權對外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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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規面 
關於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中所引用的資料，由於國內現

行著作權法將權利全數保留給著作權人；即所謂的所有權利保留(All 
Rights Reserved)，任何合理使用以外的利用，使用者都要事先取得
著作權人的授權，方可進行，故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在資料

引用上仍需受到著作權法的規範，在引用他人創作之前需取得原著

作權人同意，不可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發表。但著作合理使用的定

義較為主觀，不易判斷恐引起不同見解，基於開放、分享的精神，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採用部分權利保留(Some Rights 
Reserved)所提供的公眾授權條款─創用授權 3.0版之(姓名標示-非商
業性-相同方式分享)，鼓勵參與成員盡情創作；由於主題檔案線上百
科問答系統所使用的軟體，均為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軟體，採行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或其相容之授權協議，亦擬定適當之版
權宣告及免責聲明，塑造開放、分享的協作環境，符合國內著作權

或版權相關法令規範。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所採用的 GNU 
GPL授權協議、版權宣告及免責聲明，請參考下列說明： 

(一) GNU GPL授權協議 
GNU GPL 是一種強調自由、開放的授權模式，若有一個軟

體宣稱它是以 GPL 釋出的，就表示它是可免費取得或完全自由
修改的，並同時還會提供原始碼讓人任意得下載、使用、複製或

是販賣這份軟體，關於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所使用的軟體

如Mediawiki、PHP、Apache、MySQL等將依循 GNU GPL授權
或與其相容協議，以保障使用上述軟體之版權。 

(二) 版權宣告 
使用者所發表的文字、圖片資料未經過授權不得發表，一旦

發表將被認定為在創用授權 3.0版(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
分享)之協議下公開，若需要使用、修改、重製、公開播送、散布、
發行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文字、圖片資料，需閱讀原作者

所選定之授權條款內容，確認是否合理使用，以尊重智慧財產權。 

(三) 免責聲明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為公開的共筆協作平台，任何人

都可以自由創作並修改他人創作內容，因此網站內容可能含有錯

誤資訊，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不保證內容正確性，使用本

系統資料需自己承擔因資料錯誤所帶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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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面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建置時需要大量來自 貴局現有文

字、圖片等檔案資料，除了從檔案資訊組的現有資訊系統中取得可

再利用的資料之外，還需要 貴局其他組(室)提供與廣大使用者無私
的分享與貢獻。 

從 貴局其他組(室)取得資料方面，將與相關組(室)承辦人員建
立良好溝通管道，在不增加承辦人員業務量之情況下充分合作，應

用現有出版品資料加以參考利用，不再重複徵集取得，以節省資料

取得所花費的成本，降低資料取得作業的困難；另外本系統採用

Mediawiki做為建置平台，由於Mediawiki具備簡單容易使用的操作
介面，使用者可以在短時間內上手，無須具備專業資訊能力也能快

速熟悉條目的創建與編輯，提高參與共筆協作的意願，另外於試辦

期間將舉辦多場教育訓練課程，教導使用者操作及應用主題檔案線

上百科問答系統各項功能，藉由適當的說明讓使用者熟悉共筆協作

環境，進而願意分享他們的寶貴知識與經驗。 

五、時程面 
預計從 97年 10月 1日起至 98年 12月 31日止，時程為期一年

三個月；其中 97年 10月 1日至 97年 12月 31日為建置階段，98年
1月 1日至 98年 12月 31日為試辦階段，98年 10月 1日至 98年 12
月 31日為評估階段。 

建置階段將包含軟硬體的取得與安裝、條目建立以及系統測

試，預計花費三個月的時間建立足夠的百科條目，形成具體而微的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試辦階段將包含系統的行銷、營運以

及成效評估，預計花費一年的時間進行試辦作業，從過程中發掘所

遭遇的瓶頸與困難，提出解決與調整修正建議，並花費最後三個月

的時間評估試辦成效，做為後續正式舉辦的參考。 

六、小結 
進行技術面、經濟面、法規面、作業面以及時程面之可行性評

估，全面通盤瞭解系統建置與試辦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與限制並擬

妥對策及因應之道，將能降低專案執行難度，促使專案順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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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目標 

一、目標說明 
檔案資訊應用偏重在檔案保存、檔案編目、文件目錄檢索等資

訊應用，其資訊應用的主體─檔案，卻是靜態的歷史資料，透過資

訊技術讓檔案保存的更久、更快速的被查詢以及更有效率的儲存，

於是檔案應用的層面便相當有限。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採用

Web 2.0服務架構之維基系統提出一套創新的營運模式，將檔案內容
經過適當的組織加值，同時線上百科提供強大的知識組織工具以方

便內容編輯，藉由社群會員自由共筆協作產生豐富內容，將檔案變

成動態的活性資料，在創新檔案資訊應用型態、提昇國家檔案價值

之總體目標，成為國家檔案贏的策略(WIN)，區分為下列三項子目標。 

(一) 應用線上百科技術，創新加值檔案內涵(Wiki) 

(二) 創新檔案應用型態，建構良善檔案知識(Innovation) 

(三) 擴大檔案分享機制，行銷推廣檔案資產(National Archives) 

二、目標達成之限制 
為確保計畫目標順利達成，部分可能影響成效之限制條件，分

為計畫執行之系統建置、試辦推動與評估檢討三階段，分述如下： 

(一) 系統建置階段限制 
系統建置已有廣為業界採用之成熟線上百科軟體，優先採

用；若無成熟線上百科軟體，有堪用且能符合本系統需求者，優

先採用；若無任何線上百科軟體，方採自行設計開發。條目建置

如有現成可用的已經授權之故事題材、檔案知識相關電腦檔案

(Files)，優先採用；若未經授權之故事題材、尚未轉成電子格式
之檔案知識，待取得授權並轉成電子格式後，優先採用。 

(二) 試辦推動階段限制 
礙於時程、經費限制，無法到全國各政府機關之檔案管理相

關部門進行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教育訓練，因此將分次擇

期安排合適場地請各機關遴選適當人員參與，參與學員無法涵蓋

全體檔案管理人員。 

(三) 評估檢討階段限制 
針對試辦執行成效評估，將對部分使用者進行訪談，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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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對於本系統使用情況，由於本系統某些使用者可能是 228
事件、美麗島事件或其他特殊事件之受害者或其家屬遺族，基於

其敏感身分不願意曝光，便無法對該類使用者進行應用本系統的

訪談工作。 
 
另外系統建置或試辦推展執行過程中，若引用的資料是國家機

密保護法第四條所定義之機密(含)等級以上者，切不可採用。 

三、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表 2-1. 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表 

目標別 績效指標項目 97年 98年 評估基準說明 

主題檔案頁面數 500 1000 
97年參考核定版建議
書之驗收規範建議 應用線上百科技

術，創新加值檔案

內涵(W) 一般檔案頁面數 100 200 
97年參考核定版建議
書之驗收規範建議 

本系統參考維基百

科頁面數目 50 100 
 

創新檔案應用型

態，建構良善檔案

知識(I) 於維基百科建立本

系統之參考頁面數 10 20 
 

參加檔案展覽場次 0 4 每季乙次 

舉辦教育訓練場次 1 3 每季乙次 

舉辦推廣課程場次 0 4 每季乙次 

擴大檔案分享機

制，行銷推廣檔案

資產(N) 

參與營運之學校數 0 3  

四、小結 
根據國家檔案贏的策略(WIN)目標與限制後發展出相對績效指

標與評估基準，有助於 貴局與專案本身評估是否能達成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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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應用範例 

一、國外應用實例 
經調查發現，加拿大及澳洲兩國檔案管理機構曾對維基百科之

National Archives條目加以編輯，顯示出這兩國已實際利用維基百科
創新檔案資訊應用；除了上述兩國之外，本節亦將調查其他檔案管

理制度良善國家如英國、美國及紐西蘭等，並針對這五個國家在檔

案資訊應用之線上百科應用現況，分別加以說明。 
除此之外，再調查四個國際協(學)會、一家有限責任公司與三項

個人研究等檔案相關維基應用現況，以供參考。 

(一) 政府機關 

1、英國 

(1) 名稱 
Your Archives 
(http://yourarchives.nationalarchives.gov.uk/index.php) 

(2) 簡介 
Your Archives為英國國家檔案主管機關(The National 

Archives)所建置的檔案維基網站，提供大眾分享英國豐富的檔
案遺產與再加值利用歷史資訊，但 TNA並不保證網站內容正確
性。 

(3) 應用現況 
Your Archives為 TNA線上服務的一環，自 2007年 4月上

線以來已累積大量民眾所貢獻的條目，大多數的 Your Archives
條目可以連結到英國國家檔案目錄查詢系統，提供研究學者探

索英國國家檔案與歷史的絕佳舞台。 

2、美國 

(1) 名稱 
National Alliance for Medical Imaging Computing Wiki 
(http://wiki.na-mic.org/Wiki/index.php) 

(2) 簡介 
國家醫療影像運算合作聯盟為跨機構、跨領域的醫療影像

分析研究組織，該組織建置 NAMIC維基網站，整合美國境內

http://yourarchives.nationalarchives.gov.uk/index.php)
http://wiki.na-mic.org/Wiki/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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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學院校、醫學機構專業人才，共同從事醫療影像研究合作。 

(3) 應用現況 
由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所建置的國

家醫療影像運算聯盟建置維基系統，主要公告幾個關鍵的研究

計畫現況與著作，以及各研究領域的學者專家網站與聯絡資

訊，偏向專家黃頁的應用。 
 
NARA(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於

2005年 1月對Web網頁型式的檔案已訂出管理規範(NARA 
Guidance on Managing Web Records)，目前由於Web新興技術
如 Portals、RSS、Blogs、Wikis等已經廣泛應用在目前各式各
樣的網站，NARA為因應該發展趨勢便提出「新興網頁技術對
網頁檔案規範之啟示」(Implications of Recent Web Technologies 
for NARA Web Guidance)，昭告美國各級政府檔案管理部門需
持續關注這些新興Web技術，以符合 NARA Web Guidance規
範。 

3、加拿大 

(1) 名稱 
Chinese-Canadian History Wiki 
(http://ccgwiki.vpl.ca/index.php) 

(2) 簡介 
由溫哥華公共圖書館委託卑詩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歷史系 Henry Yu教授所建置家譜維基網，針對
1885-1949期間來自中國的 98361位移民者建立家譜資訊，提
供旅居加拿大華人探索早期祖先移民歷史。 

(3) 應用現況 
家譜維基網自 2008年 5月上線以來，已累積上百位加拿大

華人早期移民的族譜資訊，其中大部分是 1901年以前的移民者
資料，記載姓名、性別、父母親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地與居

住地址。 
 
LAC(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在資訊化過程中面臨到

如何將檔案擴大存取與應用的挑戰，CDIS (Canadian Digital 

http://ccgwiki.vpl.ca/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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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trategy)提出將贊助與支持個人研究，並針對加拿
大本身與國際間關於個人研究的優缺點，發展出適合加拿大本

國的個人研究方法；CDIS建議可以導入Web 2.0/Web 3.0相關
技術。 

4、澳洲與紐西蘭 

(1) 名稱 
無；尚未公開。 

(2) 簡介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於 2007/10/16 AGLS 

(Australian Government Locator Service)小組委員會決議事項 10
中指出，未來將修改 www.agls.gov.au網站，維基功能納入該網
站中，以利工作小組各成員能順利協同合作；ARANZ 2007 
Conference中指出 Archives New Zealand已開發維基雛型系統。 

(3) 應用現況 
至 2008年 9月為止，尚未發現澳洲與紐西蘭檔案管理機關

應用維基之具體成果。 

(二) 學會機構 

1、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 名稱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Community 
(http://oerwiki.iiep-unesco.org/index.php) 

(2) 簡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教育規劃機構(IIEP)為開放高等

教育資源成立一個上線論壇，整合參與 OER計畫各成員國共同
合作。 

(3) 應用現況 
OER維基網站自 2006年 3月上線以來，整合各 OER計畫

參與成員國，應用資通訊技術有效開放高等教育資源。 

2、美國歷史學會 

(1) 名稱 

http://www.agls.gov.au
http://oerwiki.iiep-unesco.org/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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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A's Archives Wiki 
(http://archiveswiki.historians.org/index.php) 

(2) 簡介 
美國歷史學會成立檔案維基網，協助歷史研究學者找尋歷

史實務工作資料，並分享研究成果，提供學著研究交流的平台。 

(3) 應用現況 
目前按照國家排序已建立許多條目，但數量還是主要以美

國及其各州檔案為大宗。 

3、國際圖書館電腦中心與哈佛大學圖書館 

(1) 名稱 
Global Digital Format Registry 
(http://www.gdfr.info/wiki/index.php) 

(2) 簡介 
OCLC與哈佛大學圖書館為更有效地使用、交換、保存數

位內容，共同設立GDFR知識庫提供電子檔案格式之技術服務。 

(3) 應用現況 
Wiki為 GDFR先導計畫，嘗試運用社群會員共筆協作方

式，提供各種電子檔案格式如何應用的資訊，目前網站條目不

多，社群會員參與也不是很踴躍。 

4、物件導向管理協會 

(1) 名稱 
Object Management Group 
(http://www.omgwiki.org/) 

(2) 簡介 
OMG為制定產業標準的協會，會員來自產業中許多專業

廠商。 

(3) 應用現況 
OMG成立維基網站，整合各會員意見共同合作，以發展

大家可共同依循的產業標準；由於內容涉及個別廠商專業意見

與特殊立場，故標準制定過程與內容並不對外開放，僅公佈階

段性成果。 

http://archiveswiki.historians.org/index.php)
http://www.gdfr.info/wiki/index.php)
http://www.omgwik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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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業與個人 

1、Archivepedia LLC 

(1) 名稱 
Archivopedia - the archives wiki encyclopedia 
(http://archivopedia.com/wiki/index.php) 

(2) 簡介 
提供讀者學習檔案學及相關如圖書館學、公文管理、博物

館學等知識。 

(3) 應用現況 
目前 Archivepedia提供兩種搜尋工具 folksonomy search 與 

EAD Central search，提供更精準的方式找到使用者所需要的資
料。 

2、東亞研究 

(1) 名稱 
East Asian Libraries and Archives Wiki 
(http://froginawell.net/eala/Main/HomePage) 

(2) 簡介 
Konrad Mitchell Lawson(林屬道)為日本早稻田大學博士班

學生，他成立井底之蛙個人網站有系統地蒐集台灣、中國、日

本、韓國等國家的歷史檔案。 

(3) 應用現況 
Konrad Mitchell Lawson將整理完成的研究資料透過維基

系統發表，再與使用者共筆內容，以提供學術研究所需。 

3、日本近代史研究 

(1) 名稱 
The Samurai Archives Wiki 
(http://wiki.samurai-archives.com/index.php) 

(2) 簡介 
C.E. West、F.W. Seal、R. Noelle架設 SamuraiWiki武士檔

案維基網站，收集日本近代史料。 

http://archivopedia.com/wiki/index.php)
http://froginawell.net/eala/Main/HomePage)
http://wiki.samurai-archives.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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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現況 
網站上的日本近代史檔案資料提供歷史研究所需。 

4、流亡檔案研究 

(1) 名稱 
Refugee Archives Wiki 
(http://refugeearchives.wetpaint.com/?t=anon) 

(2) 簡介 
Paul Dudman為英國 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流亡檔案研

究學者，他架設 Refugee Archives，收集流亡檔案資料。 

(3) 應用現況 
網站上的流亡檔案資料提供教學與研究之用。 

二、國內應用實例 
由於國內檔案領域維基應用較為罕見，將調查一個政府機關、

三個學術機關之維基應用現況，以供參考。 

(一) 政府機關 

1、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 名稱 
台灣大百科 
(http://taipedia.cca.gov.tw/index.php) 

(2) 簡介 
台灣大百科分為大眾版與專業版；大眾版委託台灣二十一

世紀議程協會營運、專業版委託遠流出版公司編冊發行；自

2004年中開始籌備，於 2005年 1月 17日正式啟用，預計以四
年時間，完成容納 3到 4萬個詞條、總字數為 2400萬字的各類
建置出版，預計在 2008年於網路上完成出版 20卷，總預算為
5億 2000萬元。 

(3) 應用現況 
於 97年 9月所得到的調查結果，大眾版於第一年已花費 1

億元於 12類之工作費用(如審查費、人員費…等)、審查通過條
目之稿費(著作權費)、圖片或影音資料使用費(或著作權費)、網

http://refugeearchives.wetpaint.com/?t=anon)
http://taipedia.cca.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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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維護、軟硬體設備等，以及地圖集、語言集、輔助教材等與

台灣大百科網站相關的計畫所需，目前共有 9696篇條目；專業
版則尚未出版台灣大百科全書。 

(二) 學術機關 

1、中央研究院 

(1) 名稱 
Wiki: 中央研究院 
(http://wapedia.mobi/zh/中央研究院) 

(2) 簡介 
介紹中央研究院歷史與現況。 

(3) 應用現況 
提供使用者共筆協作中央研究院歷史與現況。 

2、淡江大學 

(1) 名稱 
台灣棒球維基館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 

(2) 簡介 
台灣棒球維基館是一個線上開放的台灣棒球歷史教育館，

旨在記錄台灣棒球發展史中值得記錄的人物、事件、時代、地

點、文物 ... 等，只要是對台灣棒運發展有興趣的人士皆可來
參與編寫工作。 

(3) 應用現況 
台灣棒球維基館以棒球為主題，旨在記錄及瞭解台灣棒運

歷史，自 2005年 04月 14日起，編輯頁面有 13,246頁，總點
閱共計 76,301,965次，採開放式Wiki 協作系統，由於許多貢
獻者無私地分享自己所知關於棒球運動資訊，目前已成為國內

棒球運動知名網站。 

3、國立清華大學 

(1) 名稱 
清華記憶 

http://wapedia.mobi/zh/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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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idge.lib.nthu.edu.tw/wiki/index.php) 

(2) 簡介 
清華大學創立於 1911年是一所歷史悠久的知名學府，透過

「清華記憶」這個網路數位平台，更讓分散於世界各角落的清

華校友可共同撰寫清華人自己的校園歷史。 

(3) 應用現況 
清華記憶目前共有 169則條目，內容全是記載該校於 1955

年在台復校後的歷史紀錄，使用者成員也都來是新竹清華大學

畢業校友。 

三、小結 
廣泛收集國內外檔案應用相關之維基範例，有利於本專案主題

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參考，藉由吸取他人良好經驗，發展適合本

系統建置及試辦規劃。 

http://ridge.lib.nthu.edu.tw/wiki/index.php)


 

17 

伍、系統建置及試辦規劃 
在參考國內外等 17個檔案相關維基系統應用後，將提出主題檔案

線上百科問答系統規劃方案，並說明建置時程、功能需求內容等，請

參考下列詳述。 

一、計畫時程 
預計從 97年 10月 1日起至 98年 12月 31日止，時程為期一年

三個月；簡述如下： 

(一) 系統建置階段 

1、建置期間：97年 10月 1日至 97年 12月 31日。 

2、參與成員：本專案團隊及 貴局承辦人員。 

3、主要工作內容：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規劃及建置事宜。 

(二) 試辦推動階段 

1、試辦期間：98年 1月 1日至 98年 12月 31日。 

2、參與成員：本專案團隊、 貴局承辦人員及試辦對象。 

3、主要工作內容：修正系統功能、系統維護及營運、教育訓練、
行銷推廣等事宜。 

(三) 評估檢討階段 

1、評估期間：98年 10月 1日至 98年 12月 31日。 

2、參與成員：本專案團隊及 貴局承辦人員。 

3、主要工作內容：檢討試辦過程及結果，評估試辦成效提供未來
正式舉辦之參考。 

二、計畫需求內容 

(一) 資料內容範圍 

1、首頁 
首頁為使用者第一次瀏覽本系統所看到的頁面，首頁必須

對本系統作簡單完整介紹，並從文字敘述的關鍵字超連結到系

統其他重要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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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首頁(一) 

 
圖 4-2.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首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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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檔案 
本節將檔案知識建立成百科條目，透過開放、分享方式，

吸納廣大社會大眾針對檔案知識參與協同創作，擴充檔案知識

及其內涵，建立繁體中文之檔案領域知識。  

(1) 檔案名詞彙編 
將檔案管理相關名詞建立成條目之百科型式，提供使用者

查詢或共筆協同創作。 

 
圖 4-3. 檔案名詞彙編頁面 

(2) 法規園地 
將檔案法規建立成條目之百科型式，提供使用者查詢或共

筆協同創作，可以從使用者提供的資料中蒐集修法建議。 

(3) 檔案教室 
提供檔案管理從業人員執行工作的過程中，最常遇到哪些

問題，將最常發生的問題集合起來製作成常見問題與解答(FAQ;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以檔管經驗交流分享方式，藉此
擴大內部使用者參與層面，吸引更多內部使用者檔案從業人員

使用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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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檔案小故事 
提供使用者應用檔案的有趣經驗，以輕鬆的描述方式寫成

幾則小故事，進而吸引更多人提供他們的檔案應用經驗，擴大

外部使用者參與層面。 

3、電子檔案 
現今資訊系統環境下所產生的電子檔案，並無法在兼顧長

期保存及長期安全的目標下進行保存，同時也缺乏以知識作為

儲存目的之架構規劃，使得電子檔案無法輕易加值運用；有鑑

於此，本系統針對長期保存議題成立電子檔案一節，針對電子

檔案議題設立電子檔案管理、過時必備軟硬體典藏、轉置議題

及相關研究、模擬議題及相關研究、分散式目錄查詢相關研究、

國際合作與交流等項目建立百科條目，提供國內政府機關、民

間機構或個人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參考。 

(1) 檔案格式 
仿效英國檔案管理局 PRONOM服務或美國國際圖書館電

腦中心(OCLC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與哈佛大學圖
書館共同成立之 GDFR (Global Digital Format Registry)服務，建
立電子檔案格式相關條目，提供電子檔案應用需求之政府機

關、民間機構或個人參考。 
另外針對特定格式或延伸之相關技術，提供專家黃頁功

能，提供電子檔案專屬格式或技術之專家資料，擴大電子檔案

應用。 

(2)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服務與監造案 
每月定期彙整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服務與監造案之分項

工作，如電子檔案管理議題、轉置議題及相關研究、模擬議題

及相關研究、過時必備軟硬體典藏、分散式目錄查詢相關研究、

檔案線上百科、國際合作、機房委外等八項專案工作之成果與

進度報告，讓外界知曉該專案最新發展狀況，並提供階段性研

究成果與大家共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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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服務與監造案頁面(一) 

 
圖 4-5.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服務與監造案頁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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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合作與交流 
彙整目前專案團隊針對世界各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澳

洲、加拿大等在電子檔案應用現況與最新發展趨勢，整理成相

關條目，提供國內電子檔案應用各界參考。 

4、主題檔案 

(1) 四項主題檔案 
四項主題檔案分別是 921大地震、國民大會、美麗島事件、

228事件，本系統將針對各項主題按照人物、事件、編年史、
地點、影像館、重要新聞實錄等分類建立條目。 

(2) 族譜檔案 
族譜的主要內容是祖先世系及傳記，但隨著編修家族的經

濟條件與資料收集的多寡，及編纂者的文學素養與體例限制等

因素，在不同姓氏所編修的族譜中，就會產生內容正確與否與

文獻多少的差別；綜合族譜文獻所見的內容為：序文、凡例、

世系、家傳、家訓、族規、輩序、祠堂、像贊、塋墳、藝文、

恩榮錄、五服圖、姓氏淵源、修譜人名、領譜人等，由於上述

資料項目繁多且收集不易，加上基於男尊女卑傳統觀念影響，

目前族譜檔案多記載男性為主體之親族資訊，故本系統將不區

分性別並簡化資料項目，按照百家姓分類收錄個人資訊如人

名、國籍、性別、照片、居住地、出生年月日、出生地、死亡

年月日、埋葬地，以及個人相關資訊如配偶姓名、配偶出生年

月日、結(離)婚年月日、父親姓名、父親出生年月日、母親姓
名、母親出生年月日、兒女姓名、兒女出生年月日等。 

(二) 系統操作功能 

1、創建功能 
使用者能建立新的條目。 

2、編輯功能 
使用者能編輯既有條目。 

3、歷史紀錄查閱 
使用者能查閱所選擇條目之所有過去變更歷程，並檢視歷

史條目各個版本的資料內容。 

4、最近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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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以查詢最近被編輯的條目內容。 

5、隨機頁面 
使用者可以透過系統任意檢視任何條目。。 

6、友善列印 
使用者可以選擇以適當格式列印條目內容。 

7、站內搜尋 
使用者能輸入關鍵字進行本站資料全文檢索。 

8、上傳檔案 
使用者可上傳條目之附件檔案。 

9、Google搜尋 
使用者輸入關鍵字進行本站資料 Google檢索。 

(三) 系統管理功能 

1、刪除條目 
管理者可對不當條目內容可進行刪除。 

2、回復條目 
管理者可視需要回復條目到舊的版本。 

3、保護/解除保護頁面 
管理者可視需要鎖定條目不讓他人編輯，或解除條目鎖定

開放他人編輯。 

4、封鎖使用者 
管理者可視需要禁止他人登入系統。 

(四) 系統作業需求 

1、運作服務 
參考 貴局資訊安全政策中網路一年平均可用率之量測指

標，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可用率須達 98%，即一天需至
少 23.5小時提供服務、一周需至少 164.6小時提供服務、一月
需至少 29.4天提供服務。 

2、問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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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瀏覽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過程中遇到問題產

生疑問，可以透過網站上所記載的聯絡資料，如電子郵件、電

話等管道提供協助。 

3、系統效能 
使用者瀏覽條目最遲在 10秒內需作回應，創建或編輯條目

完成後最遲在 30秒內需作回應。 

4、內容審查 
成立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內容諮詢委員會，成員包含 貴局

代表與檔案領域學者或專家代表，定期審視主題檔案線上百科

問答系統頁面內容，針對錯誤、不當內容加以修正。 

(五) 資訊安全需求 

1、資料備份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網頁資料與資料庫需每週進行

全部(Full)資料備份，各種備份資料保留 3代，且實施異地存放
措施。 

2、異地備援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所儲存的資料需分開存放，讓

不同地點之資料隨時進行同步化作業，於災難發生時，需提供

即時運作服務，當本地的設備發生問題，另一地備援設備需在

可接受的時間內，接續取代繼續運作。 

3、實體安全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伺服器主機需安置在獨立於辦

公場所之專屬機房中，機房需有門禁管制，人員進出均要確實

登記，實體環境需符合 貴局資訊安全政策規範。 

4、資料安全 
使用者尚未登入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之前，僅能瀏

覽條目內容無法進行修改編輯動作，以免條目內容遭到惡意竄

改；使用者密碼需加密儲存，條目內容若含有個人資料如姓名、

護照號碼、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戶籍地址、聯絡電話等或現

行法令規定之隱私資料，視需要得採用適當遮罩方式加以保

護，甚至系統中不記載且不存放該類資料。 

5、技術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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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伺服器需安裝防毒軟體，定期

更新病毒碼及執行病毒掃描工作，還需定期進行弱點掃描，並

及時漏洞修補，以免系統弱點遭到惡意利用危害整體安全。 

三、使用者區分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是公開在網際網路上隨時可以瀏覽

閱讀，使用者來自全球各地，不分國籍、性別、種族、年齡、職業

等特性，如此廣大的使用者，不同類別的客群之間，對系統的期望

與資訊需求應是有所差別，因此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將針對

不同的客群推出差異化、客製化內容，滿足不同客群喜好，藉由聚

焦後的主題內容，較能吸引特定族群持續參與，以利主題檔案線上

百科問答系統後續營運；使用者客群區分如下：。 

(一) 內部使用者 
內部使用者為全國各機關之檔案管理人員、檔案相關領域(檔

案學、圖書館學、博物館學、歷史學等)之學者專家。 

(二) 外部使用者 
外部使用者為檔案相關領域(檔案學、圖書館學、博物館學、

歷史學等)之學生、文獻史料愛好者、主題事件相關當事人與其家
屬遺族。 

四、資料來源 

(一) 現有電子檔案 
從目前 貴局資訊系統(如國家檔案資訊網、虛擬檔案館或其

他資訊系統)保存的電子檔案，作為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資
料參考。 

(二) 現有檔案知識庫 
從目前檔案知識庫(如 921地震知識庫或其他知識庫)取得相

關資料，作為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資料參考。 

(三) 紙本或其他非電子型式之檔案 
從 貴局現有保存的紙本或其他非電子型式之檔案，作為主

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資料參考。 

(四) 本專案提供 
由執行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服務與監造專案之各分項工作

負責人提供工作成果、進度報告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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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使用者提供 
使用者在註冊後可以自由創建與編輯條目，藉由共筆協作方

式提供資料。 

五、小結 
本章提出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規劃方案，並說明建置時

程、功能與內容需求、使用者區分以及資料來源等，說明在有限的

專案時程內將達成哪些功能、呈現哪些資料給哪些使用者，這些資

料從何而得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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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策略目標 
為達成本規劃報告所提之國家檔案贏的策略(WIN)目標；應用線

上百科技術，創新加值檔案內涵(Wikipedia)、創新檔案應用型態，建
構良善檔案知識(Innovation)、擴大檔案分享機制，行銷推廣檔案資
產(National Archives)，將分為建置原則與試辦原則，分述如下： 

(一) 建置原則： 
加值檔案內容建構完備之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 

(二) 試辦原則： 
讓試辦對象積極參與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共筆協作，

並進行未來永續營運。 

二、執行方式 
根據目標說明所提出的建置目標與試辦目標，再發展出相對之

建置策略與試辦策略，簡述如下： 

(一) 系統建置方法 

1、採行自建方式，準備適當軟硬體並創建條目對外開放。 

2、建立自建系統與維基百科之互相參考機制。 

(二) 試辦推動方法 

1、區分使用族群，針對不同客群推出相對內容，達到聚焦效果。 

2、擬定適當行銷推廣方案，吸引使用者持續參與。 

3、建立顧客回流模式，維持使用者忠誠度。 

4、針對試辦狀況，評估檢討，提出成效分析建議供後續參考。 

三、執行步驟 

(一) 系統建置步驟 

1、軟硬體設備取得及安裝 
軟硬體設備包含建置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所需的硬

體設備(如 x86系統或非 x86系統)與軟體設備(作業系統、線上
百科軟體)等項目；硬體設備與作業系統由檔案資訊組系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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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提供，線上百科軟體由本專案提供並執行軟體安裝作業，初

期先建立測試機在 貴局測試機房進行測試工作，於正式上線

之前提交 貴局乙份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上線計畫。 

2、系統架構設計 
根據功能需求所描述之資料分類架構、管理功能、網頁編

修、網站導覽、搜尋功能、輔助說明、工具箱等項目進行細步

設計與相關客製化之程式碼開發作業，例如資料庫設計、頁面

設計等。 

3、使用者確認 
完成軟硬體設備購置及安裝後，依照所規劃的系統架構展

開初步開發工作，將所定義的功能、畫面實作出來，並與使用

者進行確認。 

4、條目建置 
根據系統架構及所收集的資料，應用MediaWiki語法格

式，建立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條目；另針對現有 貴局

檔案知識庫所產生之探勘結果，透過適當的文字描述，將議題

整理成具有意義的故事條目。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條目內容將在參考資訊中適度

引用維基百科條目資料，以補充自建內容不足；在維基百科條

目之參考資訊中也將適當引用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條目

內容，以讓更多人閱覽、使用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建

立互相參考機制有助於擴大參與層面。 

5、系統測試 
完成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頁面達一定數量後，需執

行驗證(Verification)與確認(Validation)；以確保主題檔案線上百
科問答系統是否符合指定的需求，確保達成系統預設目標。 

6、正式上線 
系統上線之前應該預先公告日期及時間，以利使用者瀏覽

使用。 

(二) 試辦推動步驟 

1、找出試辦對象 

(1) 國內檔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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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貴局行文中央二級以上機關之檔管人員，通知各檔管

人員上線使用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並進行後續教育訓

練之規劃。 

(2) 國內大學檔管系所 
鎖定國內具備檔案相關科系之各大專院校，如國立台灣大

學圖書資訊學系、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淡

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玄奘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以及其他曾經參訪 貴局之學校，通知該系所

上線使用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並進行後續專題演講、

書報討論課程之安排。 

2、營運工作 

(1) 學校師生參與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擇一學校檔案相關系所合作

(目前選定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歐陽崇榮助理教授)，配
合老師所開設的課程，介紹檔案創新應用模式，並輔以本系統

當作教學範例，提供學生一起上線使用；未來將擴大推展到國

內其他大學檔案相關系所，讓更多學生參與共筆協作。 

(2) 會員分級 
使用者註冊完成即成為一般會員，註冊達一個星期後持續

發表或編修條目篇數達 50則以上，且經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
系統內容諮詢委員會同意後可晉升至進階一級會員；進階二級

會員建議由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內容諮詢委員會成員擔任。 
尚未註冊的使用者僅能瀏覽本系統，各等級會員所具備的

權限請參考下列說明： 

A. 一般會員：具有條目瀏覽、創建與修改權限。 

B. 進階一級會員：具有一般會員權限與條目回復權限。 

C. 進階二級會員：具有進階一級會員權限與條目刪除權限。 

(3) 內容審查 
由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內容諮詢委員會，每月定期

審視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頁面內容，於內容諮詢委員會

中討論條目內容錯誤、不當之處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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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爭議處理 
對於立場不同會員之間所引發的條目內容競相修改情事，

進階會員有權修改、回復、刪除網頁內容或鎖定網頁編輯功能，

以利消弭爭端。 

(5) 激勵措施 
針對內部客戶可加強與檔案作業相關性內容，藉以吸引檔

案管理從業人員、學者專家上線使用；在營運初期可以提供經

費給學者(校)、專家創建或維護條目，維持主題檔案線上百科
問答系統頁面內容的數量與品質，並活絡社群參與氣氛。 

(6) 持續改善 
另外根據使用者點閱紀錄、檢索紀錄，得知使用者需要什

麼資訊，再補充或修正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內容。 

3、維護工作 

(1) 內容維護 
在一段時間後，隨著使用者增多，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

系統內容也越來越豐富，許多用語便出現不一致的情況，這時

須建立控制詞彙以利統一檔案相關用語，控制詞彙包含同意

詞、相關詞、狹義詞、廣義詞等。 

(2) 系統維護 
系統管理人員需控制網站開啟與關閉工作，視需要升級軟

硬體設備，執行資訊安全管理工作(防毒、防駭、弱點掃描、漏
洞修補)。 

4、教育訓練 

(1) 輔助說明 
透過頁面樣板，可以讓使用者快速建立主題檔案線上百科

問答系統頁面，減少自行編排頁面的時間。 

(2) 舉辦說明會 
針對國內各級檔管機關，舉辦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

教育訓練說明會，介紹系統功能、使用目的，並簡介MediaWiki
語法及應用該語法建立條目內容，應用該系統協助檔案管理工

作推展；教育訓練說明共舉辦 4場次，從 97年 12月開始每季
舉辦乙場次，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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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教育訓練說明會課程 

課程名稱 講師 時數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介紹與應用 

─ 檔案管理人員應用篇 本專案團隊 2小時 

 

(3) 開設推廣課程 
針對國內具備檔案相關科系之各大專院校或其他曾經參訪 

貴局之學校，利用專題演講、書報討論課程進行演講，讓參與

師生對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有進一步的認識輔助學生進

行學習；推廣課程共舉辦 4場次，從 98年 1月開始每季舉辦乙
場次，內容如下： 

表 5-2. 推廣課程課程 

課程名稱 講師 時數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介紹與應用 

─ 教學與學習應用篇 本專案團隊 2小時 

 

5、行銷推廣 

(1) 參與檔案展覽 
可由檔案應用服務組舉辦的檔案相關展覽中，展示主題檔

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藉由展覽場合增加曝光機會，向與會來

賓介紹、推銷本系統，吸引更多使用者上線使用。 

(2) 搭配檔案樂活情報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可與檔案樂活情報整合，從檔

案小智囊中取得具參考價值的內容，充實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

答系統條目；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中有價值的條目亦可

饋入檔案樂活情報之檔案小智囊，以提供適當的參考素材。 

(3) 利用全球資訊網廣告 
目前現有全球資訊網(http://www.archives.gov.tw)首頁已有

明顯的橫幅廣告區塊，藉由安排適當的主題與透過 FLASH動
畫呈現方式，介紹目前 貴局所主要推廣的主題活動，可利用

橫幅廣告，將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介紹給瀏覽者使用；

http://www.archiv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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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球資訊網使用對象分成一般民眾、檔管人員、兒童與英

文閱覽者，建議針對這四種不同族群使用者，設計四種不同的

廣告內容分別強調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不同內容，如下

所示： 

A. 一般民眾： 
藉由與民眾切身相關的家族制度、婚姻關係、祭祀關係

等資料，於橫幅廣告中主打族譜檔案，吸引民眾上線輸入自

己的族譜。 

B. 檔管人員： 
藉由與檔管人員切身相關的業務內容，於橫幅廣告中主

打檔案名詞彙編、檔管經驗交流分享，協助檔管人員業務推

展。 

C. 兒童：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藉由適當的導引介紹，藉由

輕鬆幽默、淺顯易懂的故事性敘述，啟發兒童對檔案探索的

興趣，建議於橫幅廣告中主打檔案小故事，有助於培養未來

檔案界棟樑。 

D. 英文閱覽者： 
由於英文閱覽者多是無法閱讀中文的人士，建議於橫幅

廣告中放置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之英文簡介，說明 

貴局提供本項創新應用服務。 

6、評估檢討 

(1) 定期會議 
試辦期間經過使用者的上線操作後，對主題檔案線上百科

問答系統內容或功能上產生問題或提出建議，每月召開工作會

議，依據試辦期間從使用者彙集的問題或建議事項，評估檢討

系統功能。 

(2) 試辦成效評估 
收集試辦期間系統面數據如條目數量、使用人次等資料，

以及業務面數據如教育訓練說明會場次、推廣課程場次，配合

問卷調查評估成效，再綜合評估後提出建議，提供後續正式舉

辦參考。評估試辦效果的方式分為下列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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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教育訓練說明會： 
試辦期間教育訓練說明會總共舉辦 4場次，每場次至少

100人參加，回收課後問卷後統計每位學員之滿意度，勾選
滿意的比率佔全體學員之 70%以上方達成效果。 

B. 推廣課程： 
試辦期間推廣課程總共舉辦 4場次，每場至少 50人參

加，回收課後問卷後統計每位學員之滿意度，勾選滿意的比

率佔全體學員之 70%以上方達成效果。 

C. 參與營運之學校： 
試辦初期選擇一所學校檔案相關系所，藉由老師所開設

的教學課程中向學生介紹此一檔案應用創新模式，並邀集學

生參與共筆協作，並於試辦結束前至少需推展三所學校。 

四、工作項目與分工 
表 5-3. 工作項目及時程分配表 

時程(月) 
 

工作項目 

97
/ 

10 

97
/ 

11 

97
/ 

12 

98
/ 
1 

98
/ 
2 

98
/ 
3 

98
/ 
4 

98
/ 
5 

98
/ 
6 

98
/ 
7 

98
/ 
8 

98
/ 
9 

98
/ 

10 

98
/ 

11 

98
/ 

12 

軟硬體取得與安裝                

建測試機進行測試 
               

設計確認與建置                

建

置

階

段 
正式上線 

               

維護與營運                

教育訓練                

行銷推廣                

試

辦

階

段 
試辦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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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工作項目分工表 

工作項目 執行事項 負責機關 時間起訖 

1.硬體取得 貴局 
專案團隊 97/10/15-97/10/30 

軟硬體取得與安裝 
2.軟體取得與安裝 專案團隊 97/10/1-98/10/30 

1.資料收集、準備 
2.系統架構設計 
3.使用者確認 

貴局 
專案團隊 97/10/1-97/11/30 

4.條目建置 
5.系統測試 專案團隊 97/10/1-97/11/30 

系統建置 

6.正式上線  貴局 97/11/24-97/12/5 

1.學校參與 98/1/1-98/12/30 
(預計邀請三校以上) 

2.內容維護 
3.系統維護 
4.會員分級 

98/1/1-98/12/30 

5.內容審查 98/1/1-98/12/30 
(每月定期審查) 

維護與營運 

6.爭議處理 
7.激勵措施 
8.持續改善 

貴局 
專案團隊 

98/1/1-98/12/30 
(視需要解決爭端) 

1.舉辦說明會 
2.舉辦推廣課程 

97/12/1-98/9/30 
(每季一場次) 

3.學校師生參與 97/12/1-98/9/30 
(預計邀請三校以上) 

教育訓練 

4.輔助說明 

專案團隊 

98/1/1-98/12/1 

1.參加檔案展覽 98/1/1-98/12/30 
(配合展覽活動舉辦) 

行銷推廣 2.搭配檔案樂活情報 
3.於全球資訊網廣告 

貴局 
專案團隊 98/1/1-98/12/30 

(定期刊載於檔案樂
活情報) 

1.定期工作檢討 貴局 
專案團隊 

98/1/1-98/12/30 
(每月月會) 試辦成效評估 

2.成效評估與分析建議 專案團隊 98/10/1-9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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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從國家檔案贏的策略(WIN)目標開始發展出執行方式、步驟、工

作項目與分工，結構化地具體說明執行策略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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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資源需求 

一、所需資源說明 
本專案執行期間為期 1年 3個月，需要 貴局、專案團隊雙方

共同努力，方能順利完成；人力與經費需求如下所述： 

(一) 人力需求 

1、貴局承辦人員，進行各項工作之督導及考核工作。 

2、專案團隊需進行系統建置與試辦運作。 

(二) 經費需求 
經費包含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相關資料取得、軟硬體系

統建置、教育訓練、行銷推廣經費等需求，共需 111.02萬。 

二、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表 6-1. 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表 

單位：仟元 
項目 計  算  說  明 

總經費 1,110.2仟元 
業務費 業務費：810.2仟元 

(1)資料準備與版權取得：53.2 仟元 
  1、撰稿費：34.8 仟元 
     計算方式：20則 *  870元 *  2 千字 
               = 34.8 仟元 
  2、圖片使用費：18.4 仟元 
     計算方式：20張 *  920元 
               = 18.4 仟元 
  附註：費用標準請參閱「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2)系統建置人力(編稿、審查) ：312仟元 
  1、編稿費：210 仟元 
     計算方式：600則百科條目 * 350千字/元 
               = 210 仟元 
  2、審查費：102 仟元 
     計算方式：600則百科條目 * 170千字/元 
               = 102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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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  算  說  明 
  附註：費用標準請參閱「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3)教育訓練：270仟元 
  1、講義製作費：100仟元 
     計算方式：4 場次 *  250份 *  100元 
               = 100 仟元 
  2、場地租借費：120仟元 
      計算方式：容納250人場地，上下午各一場次，租借一天費用 
               約 30仟元，預計舉辦 4場說明會 
  3、餐點費：50仟元 
      計算方式：4 場次 *  250份 *  50元 
               = 50 仟元 
 
(4)行銷推廣：175仟元 
  1、設計完稿費：15仟元 
     計算方式：A3宣傳摺頁雙面 1張 = 15 仟元 
  2、印刷費：60仟元 
     計算方式：A3宣傳摺頁雙面 1張 * 2000份 * 30元 
               = 60 仟元 
  3、紀念品：100仟元 
     計算方式：紀念品(如圖書禮劵) * 1000份 * 100元 
               = 100 仟元 
 
  附註：費用標準請參閱「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設備費 設備費：300仟元 
  1、線上百科伺服器：300仟元 
     計算方式：150 仟元 * 2部 
               = 300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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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設備軟硬體規格表(測試環境) 

軟體規格 硬體規格 
作業系統：Windows XP 專業版 
維基系統：Mediawiki 1.13.2 
網頁伺服器：Apache 2.2.9 + 
Openssl 0.9.8i 
資料庫系統：MySQL 5.0.67 
            (Community Server) 
程式語言：PHP 5.2.6 + PEAR 
管理工具：phpMyAdmin 2.11.9.2 

處理器：Intel Pentium 4 2.4GHz  
記憶體：1GB 系統記憶體 
硬碟：40 GB 
網路：系統內建 1組 100Mbps LAN 
 

 

表 6-3. 設備軟硬體規格表(正式環境) 

軟體規格 硬體規格 
作業系統：Windows 2003 標準版 
維基系統：Mediawiki 1.13.2 
網頁伺服器：Apache 2.2.9 + 
Openssl 0.9.8i 
資料庫系統：MySQL 5.0.67 
            (Community Server) 
程式語言：PHP 5.2.6 + PEAR 
管理工具：phpMyAdmin 2.11.9.2 

處理器：Dual-Core Intel Xeon 2.0GHz  
記憶體：8 GB 系統記憶體 
磁碟陣列：支援 RAID 0，1，5，6 
硬碟：500 GB * 3 
網路：系統內建 2組 Gigabit LAN 
磁碟機/槽：5個熱抽換 3.5”磁碟機儲
存槽(可擴充成 6顆儲存槽) 
磁帶機：DDS4 磁帶機 

三、小結 
本章詳細描述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建置與試辦期間所需

哪些人力、設備、預算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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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預期效益及影響 

一、預期效益 
透過Web2.0相關新興資訊技術之維基系統，將檔案內涵予以加

值，使更多人參與共筆協作，接納來自不同的聲音意見，讓檔案走

出展覽館、走入民眾生活。 

二、計畫影響 
計畫影響可以從 貴局、全國各機關檔案人員及民眾與學者三

大部分來說明： 

(一) 對 貴局之影響 

1、導入Web 2.0之線上百科系統創新檔案資訊應用，為華人世界
首例，亦為世界檔案管理機關之牛耳。 

2、改變政府檔案資訊行銷管道，提高民眾使用檔案資訊之意願。 

(二) 對全國各機關檔案管理人員之影響 

1、充分發展知識分享機制，使檔案業務行政經驗以及檔案內容知
識相結合。 

2、擴展電子檔案專業學習管道，提昇參與層面及學習成效。 

(三) 對民眾與學者之影響 

1、協助檔案領域相關學者從事研究工作與幫助學生從事學習。 

2、提供民眾貢獻其經驗、記憶或其所知道的事物，擴大國家檔案
資訊服務之內容範疇，使一般民眾及專家學者均能充分享有並

應用優質之政府資訊及檔案知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