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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家族檔案意義之探究 

一、「家庭」和「家族」 

    在談論家族檔案時，需先釐清關於「家庭」與「家族」二者的差異。若

從其字義看來兩者似乎相似，並且部分學者、部分文獻將其歸為同類，然實

際二者並非等同，但具有十分緊密、階層式的關聯。 

    《說文》云：「家，居也。從 豭省聲。」《易·家人》釋文：「人所居稱家。」

是家僅有居住之意；孟子曰：「女子生而願之有家。」；《周禮》注中提到：「有

夫有婦，然後為家。」始有家庭之意。家庭二字，始見於《梁·王僧儒》文，「事

顯家庭」句，今即以譯英文“Family”字義11。《中文百科大辭典》對「家庭」所

下的定義為12：「兩個以上的人，具有婚嫁或血緣關係，依共同的理想與目標，

生活在一起。」孫本文在《社會學原理》一書中指出：「通常所謂家庭，是指

夫婦子女等親屬所結合之團體而言。」依此他認為家庭成立的條件有三：第

一、親屬的結合，第二、包括兩代或兩代以上的親屬，第三、有比較永久的

共同生活。龍冠海認為「組成家庭的基本分子是夫婦及其子女；但此外尚可

有其他份子，如他們的直系或者旁系的親屬，或無婚姻與血統關係的人，如

收養者之類。」所以他進一步表示：「一般說來，家庭是兩個或兩個以上的人，

由於婚姻、血統或收養的關係所構成的一個團體。」13。 

  族、家族、宗族、氏族。從字面看，族原指盛裝箭矢的袋子，把許多之

矢裝在一起叫族（後來寫作「簇」)。用其來命名家族的族，即為很多家庭聚

集在一起的意思14。因此，家庭為家族的基本單位，而家族是以家庭為基礎。 

社會學者孫本文指出，集家庭而成家族，是家族為家庭的擴張。但家庭指

                                                 
註11 孫本文，社會學原理(臺北：臺灣商務，1958)，頁 73。 
註12 百科文化，中文百科大辭典（臺北：百科文化，1988），頁 375。 
註13 高淑貴，家庭社會學（臺北：黎明文化，1991），頁 5。 
註14 徐揚杰，中國家族制度史（北京：人民出版，1992），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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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共財者而言，而家族則不必同居共財，是兩者最大相異點。《尚書》云：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鄭》註謂：「九族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是僅

止直系親屬而言，以下圖 2-1 可知： 

 

 

 

 

 

 

 

 

 

 

 

 

 

 

 

而《白虎通》謂：「九族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包括母族妻族

在內。又《小學紺珠》謂：「九族者，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妻父、妻母、

姑之子、姐妹之子、女之子、己之同族也。」是兼內外姻戚而言。總之，家

族所包括之範圍至廣，應合親族而言，而其最重要之意義，在於表明血統關

 圖 2-1 九族系統圖 

資料來源：孫本文，社會學原理(臺北：臺灣商務，1958)，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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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15。 

 由上述可知，家庭為家族之基礎，而家族所包括之範圍卻來的更廣。並且

隨著時代的變遷，家族為了因應社會的轉型，也不斷地產生變化。 

二、家族結構 

    對於中國社會中「家族」單位的界定應該依據何種標準，目前學術界並

未達成共識。美國社會學家葛學浦（Daniel Kulp）根據家族的功能，將中國

的家族分成四種不同的類型：自然家族(nature family)、經濟家族(economic 

family)、祭祀家族(religious family)及傳統的宗族家庭(conventional or sib 

family)。所謂自然家族是一種生殖的團體，包括父母及其子女，即所謂之核

心家族。一個或幾個自然家族也可能是屬於經濟家族，此種經濟家族乃一群

人基於血緣或婚姻的關係彼此生活在一起所建立的一個經濟單位，它也許是

一個或幾個尚未繼承劃分祖產的自然家族，也可能與宗教家族的範圍重疊。

然葛學浦特別強調經濟家族之成員不限於居住在同一家內，有時分散到其他

地方，只要他們是在同一家長的統率下，具有共同的土地財產、收支及預算，

即為一經濟家族。然而，它也唯有在祭祖的時候才變成一種具體存在的「團

體」。傳統家族也就是一種宗族家族，宗族是一種單系親族團體16。 

 美國人類學家孔邁隆(Myrcon Cohen)的研究將中國家族構成分成三要素

17： 

(一)家產－是指在分家過程中可以運用的土地財產； 

(二)成員－是指分家時對家產具有特定權利之人； 

(三)家計－透過一種共同預算之安排而對家產及其他收入之利用。 

                                                 
註15  同註 1，頁 73~74。 
註16 陳其南，「臺灣漢人移民社會的建立及其轉型」，家族與社會（臺北：聯經， 
    民 79），頁 98-99。 
註17 Cohen,Myron“Developmental Process in the Chinese Domestic Group,＂in   
     M.Freedman,(ed).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轉引自註 16，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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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這三種要素均有兩種出現的可能性：家產是集中在一處或分散於數

處，成員是集中的或分散的，家計是夥同性或非夥同性。中國的家族結構一

向被認為是家產集中、成員集中的夥同性經濟。然而不少學者強調只要家族

的經濟是夥同性，不論其家產或成員是否集中，都屬於一個共同的家族。因

此，家族財產之集中或分散，以及家族成員的同住或分住，並不影響家族的

完整性。 

各領域的學者對於家族單位如何界定尚未達到共識，切入的角度也不相

同。人類學者對家族的研究可分成二類：一類是純粹討論房、家族、家戶、

家族等等，如學者陳其南、謝繼昌等人；另一類是兼及理論和實際的個案研

究，如學者莊英章、陳運棟等人。人類學者對家族或宗族的研究，除了建構

該家族的歷史外，也探討該家族於何時開始土著化18。而歷史學研究主要著眼

於家族史的研究，探究該家族的歷史發展與時代背景如何影響家族發展等關

連。 

 而於臺灣地區，受移民環境影響，家族型態及組織也與中國大陸不同。加

上近一、二十年隨著社會經濟、資訊傳播的快速發展，家族結構也出現改變。

許多來自農村之青年因工作等關係不得不離開家族，婚後他們自組成一個核

心家庭，有獨立的家計，然卻與原來的家族並未真正脫離關係。換言之，這

些核心家族並未分割祖先留下的共同財產，他們在經濟上仍與本家族互通有

無，在當地的社會、宗教活動上仍屬於本家族的一份子，甚至在感情上也自

認為是本家族的一份子，因此我們不能不承認他們是同屬於一個擴大家族。 

 本研究所採用的家族觀點是依學者陳其南的觀念。他運用「房」的概念釐

清家族制度的關鍵：「房所指涉的語意範圍可以是完全建立在系譜關係上的成

員資格，無須涉及諸如同居、共財或其他任何非系譜性的功能因素，房的核

心觀念……解明了一個家族的內在關係和運作法則。房所指涉的範圍很清楚

地不受世代的限制。」，所謂「房」的概念是指兒子相對於父親的身分；而「家

                                                 
註18 許雪姬，「臺灣家族史研究及史料」，臺灣史與臺灣史料（二）（臺北市：吳 
     三連基金會出版，1995），頁 213-214。 



 11

族」則是相對於房的用語，是指兄弟間各自獨立的房聯合起來構成以其父為

共同祖先的家族團體19。 

三、家族檔案之意涵探究 

對於家族檔案，大陸地區並未區分「家庭檔案」與「家族檔案」二者差異

的概念，本文擷取部份學者對於「家庭檔案」之定義，而為本研究之「家族

檔案」作一清楚之定義。 

(一)吳寶康 

吳寶康對於「家族檔案」所下的定義為： 

家族檔案是以婚姻和血統關係為基礎，組成一定的社會地位、社會影

響的親屬集團，在其社會活動中形成的檔案。包括家譜、族譜、族務

活動文書、契約、大事記、來往書信、年譜、銘文、墓誌、圖表、照

片等。可反映一個家族發展變化的歷史20 。 

吳寶康指出，家族檔案是家族成員於社會活動中所形成的檔案，並指出家

族檔案與家族歷史之間的關連性。 

(二)大陸鄭州市檔案館 

 大陸鄭州市檔案館對於「家庭檔案」所下的定義為： 

家庭檔案是作為婚姻關係和血緣關係為基礎的一種社會生活組織形

式的家庭或家族，所形成的檔案。具體來說，家庭檔案，就是一個家

庭或家族內的各個成員，在從事家庭事務和某些社會活動的過程中，

記錄並保存起來以備日後查考使用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不同形

式的歷史紀錄21。 

                                                 
註19 陳其南，「房與傳統中國家族制度」，漢學研究 3(1)：127~129。 
註20 吳寶康，檔案學詞典(上海：上海辭書，1994)，頁 157。 
註21 鄭州檔案信息網，「檔案與家庭」， 
     < http://new.zhengzhou.gov.cn/gov/zzda/daysh/jtda1.htm>(檢索日期：200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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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市檔案館雖名為對於「家庭檔案」之定義，但由上述定義可知，其並

未區分「家庭檔案」與「家族檔案」之差異。該定義並指出家庭檔案具不同

形式的呈現方式。 

 (三)張兆忠 

張兆忠對於「家庭檔案」所下的定義為22： 

家庭檔案是家庭活動中形成具有查考利用價值的文書材料，在內容、

價值、形成、積累、構成等方面，有獨特的規律和特點。 

張兆忠對於「家庭檔案」所下的定義明確指出，家庭檔案為具有查考、利

用價值的文書材料。然其只針對「家庭」的部份，並未陳述「家庭」與「家

族」之間的區別，此定義較為注重家庭檔案本身所具備的內在價值。 

(四)美國檔案人員學會的定義 

 美國檔案人員學會(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簡稱 SAA)出版的辭典

A Glossary for Archival and Records Terminology 對“family papers”一詞所下的

定義23： 

由具血緣關係及其個人以及私人的活動相關的群體所產生或蒐集的

文書。 

 SAA 對於“family papers”所下的定義，也是偏重由血緣所構成的群體組

織，其內容提到家族檔案也許是跨越世代，也有可能只侷限於直系親屬中。

即使檔案包含其他家族成員的資料，只要檔案明顯的和個人相關，皆歸類為

個人檔案。包含大量和事業相關的家族成員並非歸類為商業檔案，而是稱為

家族檔案，此情況在二十世紀中期尤其明顯。  

 本研究擬參照上述定義，再將「家族檔案」按字面原意分述「家族」與「檔

                                                 
註22 張兆忠，「試論家庭檔案的特點和歸檔範圍」檔案學研究（1997）：61。 
註23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family papers＂ A Glossary for  
     Archival and Records Terminology（Chicago:SAA,1992）.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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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為何，加以整合組織「家族檔案」之定義，而為本研究所指稱之「家族

檔案」作一解釋。 

 依照上述談論「家族」與「家庭」差異後，本文參考學者陳其南對於「家

族」的定義：「指兄弟間各自獨立的房聯合起來構成以其父為共同祖先的家族

團體，是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群體單位。」作為本研究對於家族之定義。 

而檔案可分作狹義及廣義之定義。我國於民國 88 年 12 月 15 日經總統公

佈的「檔案法」中對於「檔案」的定義為24：「指各機關依照管理程序，而歸

檔管理之文字或非文字資料及其附件。」學者薛理桂並指出狹義的檔案即是

指25：「政府單位在處理公務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文書，在歷經一段時間後，這

些文書已不再使用，經鑑定其具有長期保存價值後，予以保存，以供使用。」

由上述定義可知，狹義的檔案具有三項要件：(1)產生單位：主要指政府單位；

(2)時效：非現行文書，指在業務處理時已不再使用；(3)價值：經鑑定的過程，

發現其具備長期保存的價值26。 

美國檔案人員學會（SAA）出版的辭典 A Glossary for Archivists , 

Manuscripts Curators , and Records Managers 對 “archives”（檔案）一詞所下的

定義是27:「由個人或者機構在處理業務所產生或接收的文件，並加以彙集、

保存，乃因其具有持續性價值。傳統上該詞較狹義的用法是指某一組織或機

構所保存的非現行文書具有持續性價值。」因此，廣義的「檔案」用法，是

指檔案的產生單位並不限定於政府單位，將範圍擴及私人機構、家庭或個人

所產生的文書（文件）也可稱為檔案。而本研究之「家族檔案」即為廣義的

檔案用法，家族檔案的形成乃因家族成員在活動中產生以及使用的文書，內

容屬於私人性質，如日記、自傳、地契、家譜、著作手稿、書信、自傳等。 

 
                                                 
註24 檔案管理局，檔案法法規彙編（臺北：檔案管理局，民 91），頁 1。 
註25 薛理桂，檔案學理論（臺北：文華，民 91），頁 4。 
註26 同註 15。 
註27 Bellardo,L.J. & Bellardo L.L..Archives. A Glossary for Archivists , Manuscripts      
     Curators, and Records Managers(Chicago : SAA, 1992) ,p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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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參酌上述定義，進而為本研究之「家族檔案」作一定義： 

「家族檔案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群體單位所形成之檔案。一個家庭或家族

內的成員，於家族事務或社會活動的過程中，產生不同載體的歷史紀錄，並

對家族成員具有查考、利用、紀念等長期保存價值的意義，即為家族檔案。」 

綜合上述有關「家族檔案」一詞的定義，可知家族檔案應具備四項要件： 

1.產生單位：家族及家族成員。 

2.產生方式：家族成員於活動進行時所產生的紀錄。 

3.產生目的：家族成員於處理個人或家族事務。 

4.檔案價值：對家族成員具有歷史意義，並具查考、利用、紀念等長期保 

            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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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家族檔案的範圍與內涵 

一、 家族檔案的範圍 

由家族檔案之定義可知，家族檔案是對於該家族成員具有歷史意義，並具

查考、利用等長期保存價值所蒐集保留之檔案，因此本研究參考家族史料，

分作文獻與文物二大類，並列舉出下列數項家族檔案： 

(一) 文獻 

本研究所指稱家族檔案文獻部分有以下六項：族譜、照片、戶籍簿資料、書

信、古文書、文教文書六大類，以下分作詳述： 

1.族譜 

    族譜為家族檔案極為珍貴之文件，並為傳統的歷史文獻及珍貴的地方文

獻，它蘊藏著豐富的人物與地方史料、社會之變遷，包括研究姓氏淵源、家

族歷史、地方開發史、華僑向外移民史、社會之變遷，均可從族譜文獻中發

覺到寶貴的資料28。近年由於全球尋根之風盛行，國外也多設置家族文件中

心，提供當地住民便於尋找與自身家族相關之文件、物件。 

而於臺灣地區，早年先民從唐山過臺灣時，大都家境貧困，只能把「公媽

牌」（客家人稱為「阿公婆牌」）上頭的祖先名諱抄寫一份帶來臺灣，比較慎

重的家庭才會請讀書人將歷代先祖的世系與生辰忌日，抄寫成一本簡單的小

冊子，這即為臺灣常見的早期手抄家譜，有些稱為歷代祖宗生庚簿或生時簿。

等到生活安定，事業發達，才能衣錦還鄉地把族譜抄錄回來29。通常地方上的

世家大族對當地發展多具密切關係，所以世家大族的族譜往往為重建地方史

的重要依據。 

 

                                                 
註28 廖慶六，族譜文獻學(臺北：南天，2003)，頁 1。 
註29 黃卓權，「家族史的研究資料與應用」新竹文獻 21 期（民 94 年 8 月）：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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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照片 

 依鄧紹興於《檔案分類》一書中，對於照片檔案的定義為：「照片檔案是

機關、組織和個人在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有保存價值的以感光材料為載

體，以影像為主要反應方式的歷史紀錄。」。由該定義可知照片檔案為具有保

存價值之照片材料。 

而用於家族檔案而言，照片具備讓歷史清楚、寫實呈現事實的特質。本研

究綜合整理學者提出之照片檔案具有的特點如下詳述30： 

( 1 )真實性 

照片為極為珍貴之家族檔案，早期在照相機尚未普及前，留存下之稀少照

片更是彌足珍貴。而照片所具備之真實性，通常具高度可信性。 

( 2 )形象化 

照片紀錄事物的外形特徵，以圖樣呈現最為直接的樣貌，給人直觀的感受。 

( 3 )需要輔助說明 

照片雖然直接記載事件的形象本身，然而大多數情況下，經過長期保存

後，僅經由圖像並無法確切判斷照片產生的時間、地點、人物等資訊。故應

儘可能完整陳述照片資料的資訊內容，如此詳細記載對於後世子孫瞭解家族

史為一項重要資訊。 

3.戶籍簿資料 

日治時期，日本為了便於殖民統治，因而建立完整的臺灣住民戶籍制度。

日本政府建立戶口調查規定，詳細記載全家的姓名、稱謂、性別、出生、死

亡年月日和職業、教育程度等31；並且規定這些記載若有變動時，戶長必須在

                                                 
註30 蔡青芳，照片檔案編排與描述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碩士論文，民 92 年），頁 11-14。 
註31 日人治臺後，於明治 29 年(西元 1896 年)，以訓令第八號制定「臺灣住民 

戶口調查規程」是為日人在臺頒佈戶籍法之始，其戶籍由警察官或憲兵隊 
編製，內容記載戶主及家屬之姓名、年齡、稱謂等項。明治 36 年(西元 1903 
年)復以第 104 號訓令制定「戶口調查規定」以當時地方秩序比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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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內主動辦理變更登記。另一方面，因為以保甲制度控制臺灣，所以凡居

民變遷、暫居、夜宿等都要記錄，即使連何時遷出、離去等事，都記載得十

分完整32。 

 戶籍資料對於瞭解日據時期家族資料具莫大助益，目前日治據時期戶政資

料仍保存於當地地方戶政事務所，研究家族歷史時可從戶政資料追溯源起，

乃因其詳細地記載家族大事紀要33。 

 4.書信 

 書信為人際聯絡感情、互通消息、表達意見、洽辦事務、敦睦邦交等之公

私文字，而與家人往來之書信一般我們稱作家書。「烽火連三月，家書抵萬

金」，過去因政治、交通以及訊息傳播不發達等因素使得人與人間的聯絡方式

不易，因此過去毋論是家人或者親友間的往來多以書信連絡。家書連結著親

情，體現文化也承繼傳統的豐富內涵，即使相隔兩地，也能透過書信間的文

字敘述，傳達溫暖與厚重的思念之意。 

                                                                                                                                                  
故將戶籍業務統交警察辦理，戶口調查事務由巡查、巡查補負責，戶口申 
報改由保正、甲長及居民本人負責，其調各戶現住者之身分、職業及異動 
情形，並視察其性行及生計狀況。明治 38 年(西元 1905 年)舉行全島大規 
模戶口調查，12 月頒佈「戶口規則」，翌年(明治 39 年)施行，始設置「戶 
口調查簿」。戶口規則之規定，以本島人之主要住所為其本居，在其本居 
地之戶口調查簿無論其人是否現住，其家屬全部均予記載，且雖非家屬而 
同居者，亦另用一紙謄明編附該戶戶口調查簿之後。 此種戶口調查簿本 
為警察之帳簿，但當時臺灣並無別種戶籍，故身分證明亦以此戶口調查簿 
為根據。戶口規則中規定，戶口如有異動，戶口調查簿之修正根據申報與 
實查並行，人民身分如有異動，如未申報，警察官得依戶口實查為之訂正， 
故身分異動記載均無遺漏，調查簿內容之完備，殆為日本內地所不及。  
戶口調查簿分為本籍戶口調查簿與寄留戶口調查簿兩種，另有自戶口調查簿中 
除去者，編訂為除戶簿。 
< http://household.taichung.gov.tw/fengyuan/history.htm> 
(檢索日期：2007/08/07)  。 

註32 同註 23，頁 38。 
註33 曾品滄訪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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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文書 

近二十年來，由於文史學界的重視及投入研究，因此臺灣古文書蒐藏、研

究之風日漸盛行，並且編印諸多關於古文書之特輯，提供歷史學者及民間使

用。就臺灣古文書而言，大致是指明鄭時期、清領時期和日治時期之公文書

及私文書，透過這些古文書，可清楚釐清當時漢「番」關係、租佃關係、移

民組織型態、家族興替、殖民統治等問題及真相34。 

古文書是種廣泛的觀念，包括公文書及私文書在內。然本研究為針對家族

檔案作探討，因此本文所指稱之古文書是指個人、家庭或家族在活動中產生

和使用的文書，內容屬於私人性質，如書信、日記、自傳、家譜、著作手稿

以及具有家族性資料之房契、地契等35。 

對於古文書之分類，學者多持不同看法36。而能跳脫著眼於以古文書性質

為劃分標準的分類方法，而從更概括、更全面層面加以歸納，當推王世慶的

劃分法。王世慶於民國 66 年及 67 年編訂《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目錄》第 1

輯及第 2 輯兩書，其抄列的古文書種類有 12 種，在此只列出與本研究相關之

8 種37： 

( 1 )房地契單； 

( 2 )租稅契照； 

( 3 )財產分配、分管契； 

( 4 )典胎及貸借契； 

( 5 )人事契字； 

                                                 
註34 陳友民，徐惠敏，「國家圖書館古文書編目初探」，國家圖書館館刊（2004 
     年 12 月）：179。 
註35 本文所定義之古文書，以與家族檔案相關聯的「文字資料」為主。 
註36 臺灣古文書的分類廖咸浩及高賢治認為臺灣古文書可總括為兩大類，及財產類 

籍人事類，類下再分細目。另外洪麗完是直接依古文書之內容性質平列為若干 
類。這種方式可以洪麗完對古文書種類之劃分為代表，其在《外埔鄉藏古文書

專輯》將臺灣古文書釐定為 15 類。以上轉載自註 32：184。 
註37 另有諭示、案冊一類，水利契照、「番」字契等三類不屬家族檔案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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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訴訟書狀； 

( 7 )商事簿、契。 

6.文教文書 

 文教文書包含家族成員之日記、筆記、手稿及著作等內容。 

（二）文物 

 舉凡對於家族具備特殊意義，並非文獻類型之部分，即歸屬於文物類型。 

每一家族產生之檔案多有不同，家族成員對於家族檔案之鑑選，多依各家

族自行決定，無法產生統一標準。家族檔案最重要為對於自身家族內部建構

家族歷史具可靠、重要的參考價值，因此，對於家族檔案之鑑選方面，家族

成員可依該家族之歷史、需求，而決定保存哪些家族檔案。 

二、 家族檔案的內涵 

  家族檔案承載家族成員的生命歷程，在家族中形成具有查考、典藏等利

用價值，在內容、價值、形成方面，有其獨特的規律和特點。大陸學者張兆

忠認為家庭檔案主要有六項特點38，本研究參考另一名大陸學者胡建軍之論點

稍作修正後，列出家族檔案之特點如下39： 

(一)資產之私人性 

家族檔案是家族重要的資產，包含眾多有形及無形的價值。其為家族私

有，一般的家族檔案較未具有社會查考的利用價值，主要是家族自身利用性

質較高。但部分家族檔案對於當時代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具有參考之價值。 

 

                                                 
註38 依據張兆忠，「試論家庭檔案的特點和歸檔範圍」檔案學研究，（1997）：61，  

而稍作修正。 
註39 彭韶霜、王敏，「家庭檔案及其教育功能探析」，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04 
     年 12 月）：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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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價值之多元性 

  家族檔案的價值具有多面向，在紀錄家族活動方面具有資訊價值；在維

護家族的合法權益或在處理生活中的民事糾紛時，具有可靠的憑證價值。而

一些名人、作家家族，除具有上述價值外，並具有歷史、科學、經濟、藝術

等研究價值。 

(三)內容之豐富性 

  家族檔案的內容十分豐富，包含家族生活、社會、工作、財務、文藝創

作、學術研究等家族活動的各個方面，因此能夠較為全面性、系統性地記錄

以及忠實反應一個家族的歷史面貌與現實情況。我們可以說完整的家族檔

案，即為家族歷史的一個“縮影本”。 

(四)來源之廣泛性 

  一個家族形成的檔案數量，根據家族歷史、文化、經濟各方面之差異，

有所不同。然而不論檔案數量多寡，其來源皆是十分廣泛。部分檔案是由家

族自身所形成，這是家族檔案的主要來源。但也有很多檔案來自社會機構、

組織，如家庭的戶口名簿、身分證、地契是由政府單位所發給；成績單、畢

業證書則是由學校頒發，種種來源的檔案，說明建立家族檔案要重視日常生

活中廣泛的蒐集。 

(五) 形成之隨意性 

  家族檔案主要是由私人文書轉化而來，也有部份是由公務文書轉化，還

有部份是由圖書、報紙、刊物等出版品所轉化而來。家族檔案的形成，不若

機關、團體、企業等單位的檔案具有嚴格的程序、規範格式，而是具有隨意

性。它沒有硬性的規定和要求，檔案蒐集與否完全取決於家族成員。 

 (六) 形式之多樣性 

  家族檔案是由多類型、多樣式、多種載體的檔案所集合而成。從載體的

形式來看，既有傳統紙質文件的檔案，也有現代光碟、照片、錄影帶等非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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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載體檔案。也有一些具有保存價值的實物檔案，如家族成員得獎的獎盃、

獎牌或是親戚朋友贈送的紀念品等等，皆為家族檔案收藏的範圍。一個家族

收藏不同類型、載體的檔案，以不同的型式、從不同的角度，全方面的反應

出家族的全貌。 

(七) 時間之長遠性 

  家族檔案往往涉及家族成員的生活史、家族史，因此完整的家族檔案跨

越時間較長，若一家族檔案能有效地收藏妥當，其檔案不僅能跨越數個世代，

並且大量檔案也將妥適地保存下來。 

(八) 成員之複雜性 

由前述家族檔案之定義可知，家族檔案是由婚姻和血緣關係的家族組織成

員所產生之檔案文獻，因此家族檔案歷經不同家族世代，由諸多家族成員產

生。因此家族歷史愈久遠之家族，其成員複雜性相對比家族歷史較短淺之家

族來的更為複雜。 

由上述對於家族檔案之特性概述，可知在管理家族檔案時應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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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家族檔案蒐集與整理概況 

 凡是具有移民背景的國家或地區，其人民之尋根熱潮就顯得比較踴躍40，

如臺灣人尋根建置家族史，而歐美各國尋根活動亦很普遍。加拿大、美國及

英國等國的國家檔案館對於蒐集該國的譜系資料十分積極，提供該國人民尋

找關於個人及家族文件的管道。以下分別針對我國及歐美等國二大部分探討

家族檔案管理概況。 

一、我國 

 民國 90 年 11 月，我國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檔案管理局」在「檔案法」通

過後正式成立，隸屬於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41。然而由於檔案管理局負

責徵集具有永久保存價值之國家檔案，「私人文書」部份並未制定相關移轉辦

法，因此「私人文書」檔案徵集多為學術研究單位、博物館或圖書館。目前

國內蒐藏家族檔案約略有以下五個主要單位：  

（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前身為「臺灣史田野工作室」，民國 93 年 7 月

1 日正式成立研究所，該所成立之初即以蒐集民間土地契約文書與各種非官方

性質資料為主。目前該所藏有豐富的家族檔案，館藏主要分成文字資料和圖

像資料兩大部份。文字資料方面多為民間契約文書，包括買賣租典田地房產

契字、分家分管財產鬮書合約書、田地收租帳本、丈單執照等，其中有為數

不少的平埔契；此外，尚有寺廟、宗教臺帳、祭祀公業、族譜、戶籍資料、

各種訴訟和人身文件、書院學生作文本及其他民間私人文件。其次，圖像資

料方面，收集各種寫真集、家族照片、明信片、地圖和郵票等。目前收藏檔

                                                 
註40 廖慶六，族譜文獻學（臺北市：南天，民 92），頁 250。 
註41 薛理桂，檔案學導論（臺北市：五南，民 93），頁 63。 



 23

案總數約有 438 批，22,250 件(文字資料： 361 批，圖像資料：77 批)，蒐藏

檔案之多由此可見42。 

（二）國史館臺灣文獻館 

 臺灣戰後，政府為保存文獻史料，於民國 37 年成立「臺灣省通志館」，

以纂修省志。翌年七月改組為臺灣省文獻委員會，直屬於臺灣省政府，其任

務由編纂省通志擴大到臺灣文獻之採集、整理及編輯。後幾經組織變遷及隸

屬更移，民國 91 年改隸總統府國史館，更名為「國史館臺灣文獻館」43。 

 國史館臺灣文獻館組織編制為三室（會計室、人事室、秘書室）三組（編

輯組、整理組、採集組），而三組之一的編輯組負責業務即包含臺灣地區志

書纂修、各族群史、家族史、名人傳記等修纂計劃44。據該組業務同仁口述，

針對家族歷史方面，國史館臺灣文獻館曾經接受嘉義賴家、高雄余家、基隆

顏家、宜蘭陳家之委託研究案，以及鹿港施世榜家族研究成果。由此可知該

單位對於家族檔案蒐藏與整理具備豐富的實務經驗。 

（三）宜蘭縣史館 

 宜蘭縣史館於民國 81 年成立籌備處，被賦予史料蒐藏保存與歷史紀錄的

功能；民國 82 年正式開館，成為我國第一個地方史料館，成立的目的在以宜

蘭史料的蒐集、典藏、紀錄、研究、推廣為宗旨45。縣史館館藏內容龐雜、種

類繁多，依資料的性質可區分為一般資料、特藏資料與公文檔案三大類，而

關於「家族檔案」的部份是歸為特藏資料，以下僅就特藏資料概述如下： 

縣史館家族檔案特藏資料包含下述四項46： 
                                                 
註42 中央研究院臺史所古文書室，「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古文書室簡介」 
    ＜http://www.sinica.edu.tw/%7Etwnhistg/T2.htm＞（檢索日期：2006/11/20）。 
註43 國史館臺灣文獻館，「本館沿革」，＜http://www.th.gov.tw/＞（檢索日期： 
     2006/11/20）。 
註44 國史館臺灣文獻館，「相關組室資料」，＜http://www.th.gov.tw/＞（檢索日期：  
   2006/11/20）。 
註45 許美智，「走進宜蘭文獻的殿堂－宜蘭縣史館介紹」，檔案季刊 4 卷 2 期： 
   172~173。 
註46 邱寶珠，「宜蘭縣史館資料的蒐藏與運用」，宜蘭文獻雜誌 52 期：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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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文書：該館將古文書資料略分為 12 類－房地買賣、財產配管、招墾贌耕、 

         貸款借洗、諭示稟札、丈單執照、租稅執照、水利器字、書狀證卷、 

         文教禮俗、生理簿記及其他雜項，並以整理出版《宜蘭古文書》五 

         輯。 

2.譜系訃聞：自 1992 年 10 月縣史館辦理「宜蘭人家譜特展」活動起，開始大     

           量蒐集家譜，目前計四百餘種，包括 60 多個姓氏的宜蘭人家譜 

           入藏。而訃聞也是重要的家族史料，可與家譜進行交叉研究。 

3.私家檔案：目前縣史館館藏之家族檔案有魏接枝、吳林美雲、陳進東家族及 

            游錫堃等家族檔案。內容包含舊照片、日記、信札、詩稿、證 

            狀、帳冊、訴訟紀錄及其他形式各異的家族史料。 

4.視聽資料：內容有田野訪談、口述歷史、歷史古蹟及原住民文化等錄影帶、      

            錄音帶、光碟等視聽資料。 

（四）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 

 國立臺灣大學（簡稱臺大）圖書館藏有許多珍貴的特藏資源，對於臺灣研

究具有不可或缺的重要價值。該館特藏組內蒐藏較為完整之家族檔案資料有

鄭華生先生所收藏之「竹塹北門鄭利源號古契書」以及「岸裡大社」文書二

部分47。 

新竹鄭華生先生典藏的「竹塹北門鄭利源號古契書」共計 368 件，資料年

代起自清乾隆 38 年（西元 1773 年），迄於明治 29 年（西元 1896 年），是鄭

用謨在新竹地區發跡創「鄭利源號」，事業騰達，傳四男鄭如磻經營「利源號」，

父子兩人遺留的相關古契書。內容包含幾乎是臺灣舊社會的所有種類之契字

文書，例如借地、借銀、土地買賣、墾約、隘務、風水（墓地）買賣、典借、

賣子、鬮書、字據、手摺、租谷紀錄等各類契字，提供瞭解認識不同種類的

                                                 
註47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臺灣大學古契書特藏計畫」， 
     <http://ci6.lib.ntu.edu.tw:8080/gucci/＞（檢索日期：200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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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契書之內涵。其中除了包括「鄭利源」購置土地及拓墾活動之紀錄外，也

包含其購置桅船之記錄，以及經營家業的各種相關契書如股東、鬮書等各類

文件。這些古文書是鄭氏家族產業發展與經營的完整縮影，記錄了鄭氏祖先

的奮鬥史48。 

岸裡大社文書為岸裡社土官潘家留存之文書契字，共 1,131 件。西元 1935

年 4 月 21 日中部地區大地震，於損毀之潘家舊宅牆壁中發現，其後帝國大學

理農學部學生張耀焜向潘家後代潘永安募集此批文書，以供研究與撰寫學士

論文之用。1938 年張氏完成論文後，將該文書捐予臺北帝大。光復後，由臺

大圖書館接收，即為今日臺大圖書館特藏組所典藏的「岸裡大社文書」。其內

容可大略分為兩類：岸裡社與官府間往來之文書（稟文、差票、諭示、控案

抄錄等文件）以及番民間往來之文書（招瞨、承墾、典賣、借字、合約等契

字）49。 

（五）國立臺灣博物館 

國立臺灣博物館成立於西元 1908 年，是臺灣歷史最悠久的博物館。當時日本政

府為紀念臺灣南北縱貫線鐵路全線通車，於西元 1908 年 10 月 24 日設置「臺灣總督

府博物館」。西元 1915 年博物館的新館舍臺北新公園內落成啟用，成為日本殖民政

府在臺興築之公共建築中的代表性傑作之一。國民政府來臺後，該館於西元 1949

年改隸省教育廳，更名「臺灣省立博物館」，西元 1999 年改隸中央而更名為至今。

該館目前設有人類學、地學、動物學、植物學及推廣組等五個研究組，負責蒐藏研

究以臺灣本土的文化歷史、生物物種及自然現象為主要方向。 50 

（六）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以下簡稱臺灣分館） 

                                                 
註48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資料簡介-竹塹北門鄭利源號古契書」， 
     <http://ci6.lib.ntu.edu.tw:8080/gucci/>（檢索日期：2006/11/21）。 
註49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岸裡大社文書」，      
    <http://www.lib.ntu.edu.tw/CG/resources/Taiwan/taiwan_al_a.htm#Anchor-50976>  
    （檢索日期：2006/11/21）。 
註50 國立臺灣博物館，「館史溯源」<http://www.ntm.gov.tw/abo_histioy.asp>（檢索 
     日期：2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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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分館為臺灣地區歷史悠久、藏書豐富的公辦圖書館，營運目標以服務社會

大眾、保存地方文獻、促進學術研究及輔導臺灣地區公私立公共圖書館為職責。臺

灣分館前身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館」，於大正 3 年（西元 1914 年）4 月 14

日，日本政府敕令第 62 號公布以「臺灣總督府圖書館」為官制，11 月在艋舺（萬

華）清水祖師廟內設立臨時事務所，籌備開館事宜。民國 34 年（西元 1945 年）原

館全燬於戰火，臺灣光復，「臺灣總督府圖書館」形式上由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接收，

次年（西元 1946 年）又合併日人「南方資料館」成立「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圖書館」

（簡稱臺灣省圖書館）。民國 37 年（西元 1948 年）5 月更名為「臺灣省立臺北圖書

館」。至民國 62 年（西元 1973 年）7 月 1 日，向行政院申請改隸教育部後，遂改稱

「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迄今51。 

 臺灣分館以蒐藏民國 34 年光復以前出版之日文臺灣文獻與南洋資料為主，由於

深具學術研究參考價值，深受國內外學術界重視，為研究臺灣史料的研究重鎮52。該

館所蒐藏之家族檔案蘊藏於古文書中，另也蒐集微捲、紙本類型的族譜資料。 

（七）臺北市文獻委員會 

  臺北市文獻委員會成立於民國 41 年，初期隸屬臺北市政府，為一級單位。

民國 62 年改隸民政局，民國 88 年改隸文化局至今53。該會現設有編纂及總務

兩組。該會並開放文獻圖書室，加強文獻服務。該館之於家族檔案最大宗為

具有一千多冊族譜資料。 

（八）私人收藏 

 臺灣家族檔案整理與研究多由歷史學者主導，因此部份家族檔案多由研究

該家族之歷史學者所蒐藏而用於家族史研究，一般並未對外公開，多由學者

                                                 
註51 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關於本館－歷史沿革」， 

< http://www.ntl.edu.tw/01-aboutus-01.asp >（檢索日期：2007/7/29）。 
註52 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關於本館－館藏介紹」， 

< http://www.ntl.edu.tw/01-aboutus-06.asp>（檢索日期：2007/7/29）。 
註53 臺北市文獻委員會，「機關介紹」 
     < http://www.chr.taipei.gov.tw/cgi-bin/SM_theme?page=437a8490> 
    （檢索日期：2007/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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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所蒐藏而來之家族檔案，於自行研究後出版圖書、研究計畫提供大眾使

用。 

 

二、歐美等國 

（一）加拿大 

 西元 2004 年年 4月 22日，加拿大政府通過國家圖書館暨檔案館法（Library 

and Archives of Canada Act），並於同年 5 月 21 日，將國家圖書館與國家檔案

館結合，廢除原先之國家圖書館法（the National Library Act）與國家檔案館法

（the National Archives Act），改設國家圖書館暨檔案館（The Library and 

Archives of Canada，簡稱 LAC）54。 

加拿大國家圖書館暨檔案館組織體制分作業務部門（The Operational 

Sectors）及合作支援部門（Corporate Support），其組織架構見圖 2-２。業務

部門下屬單位之ㄧ：計畫與服務部門（programs and Services）之中的服務處

（Services）即為負責管理國家家譜中心（Canadian Genealogy Centre）之單位，

該中心提供實體及線上宗譜服務，並提供家譜內容、參考服務建議以及研究

的工具。其宗旨與理想即是為了讓尋找根源、探尋家族歷史的人民更容易達

成其目標，以成為加拿大文化資產基本的一部份。同時鼓勵人民使用宗譜以

及利用圖書館、檔案館之資源作為終生學習的管道55。 

 

 

 

                                                 
註54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Introducing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LAC)＂,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012/002/index-e.html>(Retrieved October  
     15,2006). 
註55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 “Welcome to the Canadian Genealogy Centre＂,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genealogy/index-e.html>(Retrieved October  
     2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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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館館長 

Librarian and Archivist of 
Canada 

助理館長 

Assistant Deputy 

1. 
文獻資產 
徵集部門

Documentary Heritage

2. 
計畫與服務部門

programs and 
Services 

3. 
政府資訊管理 

辦公室 
Govern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fice 

4. 
合作管理部門 

Corporate Management 

5. 
策略辦公室 

Strategic Office 

6.  
資訊技術服務部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7. 
通訊聯絡部門 

Communications

圖 2-2 加拿大圖書館暨檔案館組織圖 

資料來源: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s Corporate Management” 
<http://www.tbs-sct.gc.ca/rma/dpr1/04-05/LAC-BAC/LAC-BACd4503_e.asp>(Retrieved November 
1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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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加拿大家譜中心首頁 
資料來源：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Canadian Genealogy Centre”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genealogy/index-e.html＞(Retrieved November 14,2006). 

 

    加拿大家譜中心提供兩種追本溯源之方式，一種為主題式追溯（Sources 

by Topic）；另一種為地域式追溯（Sources by Place）。 

主題式追溯有以下幾種方式56： 

原住民及文化族群（Aboriginal and Ethno-Cultural Groups）。 

誕生、婚姻及死亡（Births, Marriages and Deaths）。 

政府（Government）。 

移民（Immigration）。 

                                                 
註 56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Introducing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LAC)＂,<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genealogy/022-900-e.html>(Retrieved 
October 1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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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Military）。 

出版品（Publications）。 

人口調查（Census）。 

活動（Employment）。 

其他主題（Other Topics）。 

 

而地域式追溯乃依據加拿大各省為區分57，如下各省： 

亞伯達省（Alberta）。 

曼尼托巴省（Manitoba）。 

新伯倫瑞克省（New Brunswick）。 

紐芬蘭暨拉布拉多半島（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西北地方（Northwest Territories）。 

新斯科細亞省（Nova Scotia）。 

努勒維特（Nunavut）。 

安大略省（Ontario）。 

艾德華王子島省（Prince Edward Island）。 

魁北克省（Quebec）。 

薩克其萬省（Saskatchewan）。 

育空地方（Yukon）。 

  另外，該館並於網站列出家譜研究可利用之資源，研究者可到館尋求幫

助，若不到館則可借閱微縮影片、僱用家譜學的專門研究助理、或是向該館

的家譜與個人紀錄部門尋求參考協助58。 

                                                 
註57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 “Introducing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LAC),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genealogy/022-700-e.html>(Retrieved October 5,2006) 
註58 林巧敏，「檔案參考服務概述」檔案與微縮 75 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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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 

1.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總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簡稱 NARA） 

  西元 1934 年由美國羅斯福總統（Franklin Roosevelt）簽署國家檔案法

案（the National Archives Act），設立國家檔案館，並成立國家歷史出版品委員

會（the National Historical Publication Commission，簡稱 NHPC）。1949 年國家

檔案館改隸於聯邦行政總署（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簡稱 GSA）管

轄。由於被賦予管理現行文件的新任務，國家檔案館因而更名為國家檔案暨

文件服務處（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s，簡稱 NARS）。西元 1985

年 4 月，NARS 再次成為一個獨立機構，並更名為「國家檔案暨文件總署」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簡稱 NARA），透過遍及全國

各地的文件檔案機構，對一般民眾、聯邦法院與機構提供相關的檔案業務服

務，並據以統籌管理全國文件與檔案事業59。 

 NARA 分設有一館與二館，該館收藏眾多來自聯邦政府所提供的文件，

幾乎所有的美國人能在此找到其個人以及關於家族或是社群的檔案60。NARA

並提供家譜研究的指引與相關資料，研究者可到館尋求研究上的協助，並提

供對於不同主題、地域以及特殊媒體等具有專長的專門研究助理名單供研究

者雇用助理時可依個人需求選擇，以及尋求參考諮詢服務等，幫助美國國民

追根溯源61。 

 由 NARA 的組織架構詳圖 2-4 所示，該組織依業務職掌可分為業務及幕

僚二大單位，而家族檔案主要是由業務單位之一：區域文件事務司（Office of 

Regional Records Services，簡稱 NR）所管轄，該單位管理 2500 萬筆區域聯邦

                                                 
註59 薛理桂，「我國檔案管理體制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91-2413-H-004-018，（臺北市：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民 
     92 年），頁 25。 
註60 NARA“Genealogists/Family Historians＂   
    <http://www.archives.gov/genealogy/>( Retrieved October 29,2006). 
註61 NARA“Independent Researchers Available for Hire＂ 
    < http://www.archives.gov/research/hire-help/>( Retrieved October 29,2006). 



 32

紀錄以及位於全國 17 處文件中心。因此由區域文件事務司下轄之州檔案館為

當地市民提供免費瀏覽的珍貴歷史聯邦紀錄包含教育、族譜、歷史研究、出

版物等等62。 

NARA 網頁上並提供諸多保管家族檔案文件的內容方法，包括如何保存

家族文件？應該使用何種樣式、類型的相簿等一些保存家族文件實務性的整

理項目，提供美國人民使用63。 

2.美國猶他州家譜學會 

另外，美國關於家族檔案研究已有百年歷史者即為 Family Search 網站－

美國猶他州家族研究網站（圖 2-5 美國猶他州家族研究網站）。西元 1980 年約

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 ,1805-1844）創立摩門教（Mormons），由於摩門教

十分重視家庭關係以及於宗教上安撫亡靈的目的，因此該教會於西元 1894 年

建立猶他州家譜學會，總部設於美國猶他州鹽湖城。同年位於鹽湖城的家譜

圖書館（Family History Library）相繼成立，建立該圖書館的最初目的為提供

家譜及家族研究的資料，並協助教友從事家譜及家族史研究。家譜學會雖附

屬於摩門教會，但一切行政獨立，「家譜學會」最初只搜集「家譜」與「個人

歷史」（包括口述歷史），後來更擴大至方志（Local History）與「文書」

(Documment)，例如契據等，蓋認為家譜方志、契據均為建立地方歷史的主要

資料64。 

 

 

 

                                                 
註62 NARA“Office of Regional Records Services (NR)＂ 
    < http://www.archives.gov/research/hire-help/>( Retrieved October 29,2006). 
註63 NARA“Caring for Your Family Archives＂ 
    < http://www.archives.gov/preservation/family-archives/index.html>( Retrieved  
     October 29,2006). 
註64 林天蔚，「論鹽湖城『家譜學會』與『第二屆世界家譜與紀錄大會』」，世界 
     華學季刊 1 卷 4 期：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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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4  NARA組織圖 
資料來源：NARA,“Organization Chart.”, 
<http://www.archives.gov/about/organization/index.html> 
 (Retrieved November 1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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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美國猶他州家族研究網站 
資料來源：familysearch,“Family History and Genealogy 
Records.”<http://www.familysearch.org/> (Retrieved November 19,2006). 

 

 目前鹽湖城家譜圖書館，以網站方式或者設立駐點於全球 88 個國家的

4000 多處地區設置「家族歷史中心」（Family History Centers），每月全球人口

約略使用十萬捲微縮捲片，家族歷史中心並提供全面性、免費的族譜尋根服

務65。目前該館藏具有 2400 百萬筆家譜資料的微縮捲片，74 萬餘件微縮單片，

31 萬本書、叢刊，4500 種期刊，700 筆電子資源以及其他形式的出版品。由

其館藏之豐、駐點之多，可知猶他州家譜學會於世界各國的利用程度十分普

及。 

    另外，猶他州家譜學會於西元 1938 年時開始嘗試在洛磯山脈的花崗岩下

開鑿地庫，後稱鹽湖城檔案洞庫（Vault Records of the Salt Lake City），西元

1961 年再加擴展規模，至西元 1965 年全部完成。該地庫建於三百英呎的岩石

下，由六個洞庫組成，入口處的鐵門重 14 噸，需用特別暗碼方可打開，管制

嚴格。岩洞內面積達 65,000 平方呎，可貯藏百餘萬筒膠捲。家譜學會的工作

                                                 
註65 Family search,“ABOUT THE FAMILY HISTORY LIBRARY＂  
   ＜http://www.familysearch.org/eng/Library/FHL/frameset_library.asp＞(Retrieved   
  October 2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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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專門統計世界各國亡者姓名、出生地、生卒時間及所屬家族。死於 100

年前的人物以家族排列，拍攝微縮膠片後送入洞庫貯存，複印本則送往鹽湖

城的家譜圖書館供家譜研究者或尋根者查閱66。目前家譜學會並持續在世界各

地派有專人搜集「家譜」，製成微縮膠捲，提供更為完善的家譜檔案。 

（三）英國  

    2006 年秋季，英國廣播公司推出了一個「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的節目。該節目邀請英國社會名流、公眾人物透過英國國家檔案館(National 

Archives)的資訊，循線追溯個人家族史。該節目播出後，激勵民眾尋訪自己

家族歷史的欲望，民眾紛紛前往國家檔案館，希望能夠探索個人的家族史67。 

英國國家檔案館是由中央級的綜合性檔案館－英國公共文書局（public 

Record Office，簡稱 PRO）與歷史手稿委員會（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簡稱 HMC），於西元 2003 年 4 月 2 日合併為國家檔案館（The 

National Archives，簡稱 TNA）。而在國家檔案館之下，英國成立了家族文件

中心(The Family Records Centre，簡稱 FRC)（見圖 2-6 及圖 2-7），提供英格蘭

和威爾斯地區家庭史研究的一些重要資訊，包括誕生，婚姻、死亡及人口普

查等資訊。家族文件中心是由英國官方戶籍登記處（General Register Office，

簡稱 GRO) 以及國家檔案館共同管理的政府組織。家族文件中心並舉辦一個

全年性節目譬如家族史談話的演講和展覽與民眾互動。並且定期舉辦家族史

診療室、電腦技能講解和其它訓練教育68。 

 

 

                                                 
註66 同註 77：12~13；中國大百科智慧藏「鹽湖城檔案洞庫」（檢索日期：2006  
     年 11 月 19 日）。 
註67 蕃薯藤，「檔案大觀園 百里大典藏 英國千年史 盡在國家檔案中心」，       
     <http://news.yam.com/chinatimes/international/200610/20061008416131.html> 
      (檢索日期：2006/10/15)。 
註68 Family records center“Welcome to The Family Records Centre website＂   
     <http://www.familyrecords.gov.uk/frc/default.htm>( Retrieved October 2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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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英國國家檔案館組織圖 
資料來源：詹幼華，國家檔案鑑定與移轉制度之比較研究：

以加拿大、英國、臺灣為例（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

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95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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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英國家族文件中心首頁 
資料來源：Family Records Center,“Welcome to The Family Records Centre website”, 

＜http://www.familyrecords.gov.uk/frc/＞(Retrieved November 14,2006). 

                   

    另外，英國還設置一個家庭文件的聯盟（FamilyRecords.gov.uk consortium）

網站，可參見圖 2-8 英國家庭文件聯盟網站首頁。該聯盟是由政府部門及政府

資助的企業單位一共 11 所聯盟單位所組成。而該網站是用作幫助英國國民找

到研究家族史時所需的政府文書和其他資源，該網站以主題式（Topic）的方

式幫助英國國民尋找資料，其提供搜尋的方式有：誕生、婚姻、死亡、宗教

文教、戶口調查、遺囑、移民、軍事文件、領養等資訊69。而該網站由 11 個

成員（partners）組成，包括有 A2A (Access to Archives)、大英圖書館-印度檔

案管理處（British Library(BL)－Indian Office Records）、聯邦戰爭墳墓委員會

(The 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簡稱 CWGC)、家族文件中心（The 

Family Records Center）、英國官方戶籍登記處（General Register Office）、蘇格

蘭官方戶籍登記處（The General Register Office for Scotland，簡稱 GROS）、

皇家戰爭博物館（The Imperial War Museum，簡稱 IWM）、威爾斯國家圖書館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國家檔案館（The National Archives）、蘇格

                                                 
註69 familyrecords.gov.uk“Welcome＂ 
<http://www.familyrecords.gov.uk/default.htm> ( Retrieved October 2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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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國家檔案館（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cotland，簡稱 NAS）、北愛爾蘭公共

文書局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of Northern Ireland，簡稱 PRONI）、蘇格蘭

檔案網（Scottish Archive Network，簡稱 SCAN）一共 11 所單位70。 

 

 

  

 

 

 

 

 

圖 2-8 英國家庭文件聯盟網站首頁 
資料來源：familyrecords.gov,“Welcome”, <http://www.familyrecords.gov.uk/> 

             (Retrieved November 14,2006). 

 

綜上所述，可知我國與歐美各國家族檔案蒐藏與管理情況有很大的差異，

以下整理我國與英、美、加三國之家族檔案管理體制，並作一比較。 

 

 

 

 

 

 

                                                 
註70 familyrecords.gov.uk“patners＂  
     <http://www.familyrecords.gov.uk/partners/scan.htm>( Retrieved October  
     2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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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我國與英、美、加三國家族檔案管理體制之比較 

 家族檔案 
主管機關 設置單位 家族檔案 

劃分方式 

我國 無 無 無 

英國 

國家檔案館 

（The National Archives）與

英國官方戶籍登記處

（General Register Office) 

家庭檔案中心 

誕生 

婚姻 

死亡 

人口普查 

美國 

國家檔案暨文件總署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區域文件服務司 

主題式 

地域式 

特殊媒體種

類 

加拿大 

國家圖書館暨檔案館 

（The Library and Archives 

of Canada） 

國家家譜中心 
主題式 

地域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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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家族檔案與家族史之關聯 

  家族檔案是研究家族史最重要的資料來源，而研究臺灣家族史則是瞭解

我國社會變遷的方法之一。許多學者認為，傳統中國的家庭不斷放大就成為

家族乃至國家71，中國是一個大家庭套著無數小家庭而形成的一個「家庭層系」

的社會72。他們把中國界定為家族本位的社會，也即是認為家族是社會重要的

基本單位，可稱其為社會的組成細胞。個人的人際脈絡以家族為單位開展，

傳統社會結構中家族還具有經濟與教化等功能。而臺灣的家族受移民環境所

影響，與中國大陸家族之發展有所不同73。因此若從臺灣早期部份於社會、政

治、經濟上具有較大影響力之家族追溯起，再向下推及一般普羅大眾之家族

歷史，應能逐漸理解臺灣史的文化脈絡及社會變遷之關連。 

一、家族史研究之重要性 

 許雪姬教授認為，臺灣家族史研究之重要性如下74： 

（一）凝聚一個家族的向心力 

  家族檔案所保存之文書資料、實體物件，皆為家族過去歷史最為直接、

真實的家族記憶，而家族史的研究，可以凝聚一個家族的向心力，滿足家族

成員對於尋根之要求。許雪姬教授為臺灣家族史研究之核心學者，其於調查

訪談之過程中發現，很多民眾對於不瞭解祖先的事感到十分遺憾，然往往苦

無追根溯源之動力與方向。 

 

                                                 
註71 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路(上海：商務印書館，1934)，頁 133；費孝通，鄉土 
     中國（香港：三聯書局，1985），頁 21、36。 
註72 芮逸夫，「中國家制的演變」，中華民族及其文化論稿（臺北：臺灣藝文印書 
     館，1969）。 
註73 李昭容，鹿港丁家之研究（國立中正大學：碩士論文，民 90），頁 5。 
註74 同註 8，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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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以庶民的歷史來看臺灣歷史發展的脈絡 

  目前臺灣學者研究的家族史，多為顯赫之家族，很少用庶民的歷史來看

臺灣歷史發展的脈絡。而一個家族的歷史，其實即為具體而微之臺灣發展史。

任何戰亂，臺灣庶民的家族都遭遇過，他們如何由戰亂中再復甦、再興建，

如此復興的過程才為臺灣歷史發展之真髓。若僅以制度、職官之面相審視臺

灣史，用政權的遞嬗作為歷史分期，其歷史之豐富性反倒不如由下而上的歷

史。而家族史是庶民史中最主要之部分，每個家族皆有其自身獨特、豐富之

家族歷史。 

（三）瞭解臺灣家族於產業發展中扮演之角色 

 研究臺灣家族史，有助於瞭解臺灣過去及當前之社會、經濟情況。臺灣

經濟奇蹟之締造，中小企業之發跡是一項重要因素。而在中小企業當中，家

族企業佔絕大多數。陳柔縉提到臺灣的家族權貴有「舊五大」、「新五大」、「外

四大」家族75。「舊五大」指日據時期興盛的五大豪族，從北至南，分別是基

隆顏家、板橋林家、霧峰林家、鹿港辜家、高雄陳家，舊五大中，目前仍有

辜陳兩家持續鼎盛的政商實力；「新五大」家族崛起於國民政府遷臺以後，包

括連戰家族、國泰集團的蔡家（分支為霖園和富邦兩集團）、新光集團的吳家、

「臺南幫」統一集團吳家、永豐餘的何家；而「外四大」為外省籍在臺灣的

四大家族，分別是蔣介石父子家族、前副總統陳誠、嚴家淦家族、前國防部

長俞大維母家的曾國藩家族。新、舊、外十四大家族不折不扣也是臺灣半世

紀以來真正的核心統治階層。這些家族有些為政治世家，或為經濟世家，他

們互相通婚，形成更大的政商網絡，從這之中，我們可慢慢爬疏出一部政商

關係史或合縱連橫史。 

 （四）提高地方志之纂修事業 

  臺灣於七 O 年代後，地方志的纂修事業十分發達，以鄉或鎮為單位修地

方志，而鄉鎮的主要組成單位即為家族。若家族能提供較完整的資料予修志

                                                 
註75 陳柔縉，總統的親戚：臺灣權貴家族（臺北：時報，1999），頁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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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將使修志事業更容易上手，並且更為完善；若家族歷史並未建構出一

簡單模型，或者家族檔案散佚，那麼對於修志事業將會提高難度。因此，家

族史的研究，也有助於地方修志事業的提升。 

二、過去臺灣家族史研究 

 近二十年來，臺灣家族史事業蓬勃發展，更顯示出家族史之價值。許雪姬

教授歸納其發展原因有三：（一）尋根之風漸盛，家譜之修訂蔚為成風，然所

尋者多半是父系之根源；（二）西元 1982 年文化資產保護法公佈實施後，一

些私有民宅、宗祠及墳墓被指定為古蹟，在鑑定及修復的過程都有專人研究

宅主的歷史；（三）受到全民歷史的概念影響，歷史研究不再侷限於政治史，

開始及於民眾史，而最能顯示民眾史重要性者即為家族史76。 

 臺灣地區目前家族史研究多集中於中部以北的地區，最具代表性的為霧峰

林家及板橋林家二大家族，研究成果豐碩且持續進行。如板橋林家的研究有

陳漢光、史威廉、王世慶、王國璠、許雪姬、黃富三、蔡采秀等多位學者專

家；而於霧峰林家有 Meskill、鄭喜夫、許雪姬、黃富三、廖振富等人之研究77；

基隆地區陳慈玉對礦業家族顏家之研究78。此外，中部還有許雪姬及劉素芬對

龍井林家的研究79，及李昭容對鹿港丁家之研究80，以及國史館臺灣文獻館於

2006 年出版關於鹿港施世榜家族之研究81；桃園地區有許雪姬對李騰芳家族的

研究82；新竹地區有張炎憲、蔡淵洯對新竹鄭家、黃朝進對新竹林家與新竹鄭

                                                 
註76 同註 8。 
註77 參考許雪姬，「臺灣家族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霧峰林家的研究為例」全 
     文；李昭容，鹿港丁家之研究，（國立中正大學：碩士論文，民 90），頁 5。 
註78 陳慈玉，臺灣礦業史上的第一家族：基隆顏家研究（基隆市：基市文化，民 
     88）。 
註79 許雪姬，龍井林家的歷史（臺北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 79）；劉  
    素芬，「十九世紀龍井林家的土地經營」，臺灣史研究 2 卷 2 期(民 84)：53-85。 
註80 同註 59。 
註81 國史館臺灣文獻館，＜http://www.th.gov.tw/news/viewTopic.php?tID=148＞（檢 
     索日期：2006/10/24）。 
註82 林會承，桃園縣二級古蹟李騰芳古宅修復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 
     歷史與理論研究室，民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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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碩士論文研究83，及吳學明對北埔姜家的研究84；南部家族研究有尹章義85

研究張士箱家族，及顏尚文、潘是輝研究嘉義賴斌來家族86。但各地仍有一些

自清代以降，移民入臺，奠定臺灣發展基礎之家族。然往往由於年代久遠，

宗族分支，文獻記載常遭到忽略，因此，臺灣家族史之研究尚需民眾尋根溯

源意識的覺醒，起而研究自身家族之歷史。表 2-1 為近年來臺灣家族史之研究

成果概略簡表87： 

表 2-2 歷年臺灣家族史研究概況表 

發表 
年代 作者 論 文 名 稱 研究家族 運用之 

家族史料 

1970 Meskill 
〝 The Lins of Wufeng:The Rise of a 
Taiwanese Gentry Family〞 霧峰林家  

陳漢光 ＜林本源家小史＞ 板橋林家  
1974 

史威廉 ＜林維源先生事蹟＞ 板橋林家  

1975 王國璠 《板橋林家家傳》 板橋林家  

1979 鄭喜夫 《林朝棟傳》 霧峰林家  

許雪姬 ＜林本源及其花園之研究＞ 板橋林家 參考《臺灣林本源家文物與資

料》一書 

溫振華 ＜臺北高姓-一個臺灣宗族組織的形成

及研究＞ 臺北高姓 族譜 1980 

蔡淵洯 ＜清代臺灣社會上升流動的兩個個案＞
頭份陳家盧

竹林家  

1982 許雪姬 ＜林本源史料舉隅＞ 板橋林家 無 

1983 尹章義 《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史：清初閩南士族

移民臺灣之一個案研究(1702～1893)》 
張士箱 
家族  

1984 
莊英章 
周靈芝 

＜唐山過臺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

究＞ 新竹林家  

許雪姬 ＜林文察與臺勇＞ 霧峰林家 族譜 1986 

莊英章 ＜晚清臺灣漢人墾拓型態的演變－以北 北埔姜家 田調資料 
                                                 
註83 如張炎憲，「臺灣新竹鄭氏家族的發展型態」，中國海洋發展史論文集（二）  
    （臺北：中研院三民所，1985）；蔡淵洯，「清代臺灣的望族－新竹北郭園鄭     
     家」，第三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會議紀錄（臺北：國學文獻館，1987）；黃 
     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林兩家為中心（臺北：黃朝進， 
     民 82）。 
註84 吳學明，「清代新竹姜朝鳳家族拓史」，金廣福墾隘研究（下）（新竹：竹縣 
     文化，2000）。 
註85 尹章義，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史：清初閩南士族移民臺灣之一個案研究(一七Ｏ   
     二～一九八三)（臺北縣樹林鎮：張士箱家族拓展史研纂委員會, 民 72）。 
註86 顏尚文、潘是輝，嘉義賴家發展史（南投：臺灣省文獻會，民 89）。 
註87 同註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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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年代 作者 論 文 名 稱 研究家族 運用之 

家族史料 

陳運棟 埔姜家的墾闢事業為例＞ 

張炎憲 ＜臺灣新竹鄭家的發展＞ 新竹鄭家  

湯熙勇 ＜員林永靖陳氏家族的渡臺與發展＞ 永靖陳家 族譜 

吳學明 《金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

1834~1895》 北埔姜家 族譜、鬮書、房地契約、租稅

契約 

黃富三 《霧峰林家的興起 - 從渡海到封疆大

吏，1729~1864》 霧峰林家 族譜、房地契約、田調資料 

王國璠 《板橋林本源家傳》 板橋林家  

湯熙勇 ＜彰化永靖邱氏宗族的遷臺與大宗祠的

建立＞ 永靖邱家  

蔡淵洯 ＜清代臺灣的望族-新竹北郭園鄭家＞ 新竹鄭家 族譜 

王世慶 ＜林本源之租館和武備與乙未抗日＞ 板橋林家 族譜 

1987 

許雪姬 ＜桃園縣二集古蹟李騰芳古宅研究＞ 大溪李家 族譜、田調資料 

涂一卿 ＜清代臺灣社會變遷與地方領導菁英霧

峰林家與板橋林家的比較＞ 板橋林家  
1988 

楊玉姿 《清水同發號之研究》 清水陳家  

1990 許雪姬 《龍井林家的歷史》 龍井林家 鬮書、帳簿、房地契約、租稅

契約、聯約、族譜、田野資料 

1991 
黃富三 
陳漢光 《霧峰林家之調查與研究》 霧峰林家 家族成員著作、族譜 

黃富三 《霧峰林家的中挫－1861~1885》 霧峰林家 林家訴訟文案、房地契約、田

野資料 

許雪姬 ＜日據時期的板橋林家－一個家族與政

治的關係＞ 板橋林家 族譜、田調資料 1992 

陳慈玉 ＜日本殖民時代的基隆顏家與臺灣礦業＞ 基隆顏家 無 

1993 黃富三 ＜日本領臺與霧峰林家之肆應－以林朝

棟為中心＞ 霧峰林家  

陳秋坤 《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僚、漢奸與岸

里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 
岸裡社 
潘家 

鬮書、房地契約、典賣契字、

稟文、訴訟文書 

許雪姬 ＜臺灣總督府的「協力者」－林熊徵－

日據時期板橋林家研究之二＞ 板橋林家 田調資料 

黃富三 ＜霧峰林家京控案餘波－清代臺灣中部

豪族對抗之案例＞ 霧峰林家 訟案文書 
1994 

黃朝進 ＜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

鄭、林兩家為中心＞ 
新竹鄭家 
新竹林家 

族譜、忌辰表、系統圖、田調

資料 
黃富三 ＜板橋林本源家與清代北臺山區的發展＞ 板橋林家 房地契約、田野資料 

吳學明 ＜清代一個務實拓墾家族的研究－以新

竹姜朝鳳家族為例＞ 北埔姜家 
族譜、鬮書、給墾單、合約字、

房地契約、典契、曉諭、敘獎

抄稿、收據、書信 
劉素芬 ＜十九世紀龍井林家的土地經營＞ 龍井林家 帳簿、族譜、田調資料 

蔡采秀 ＜家族與地方都市的發展－以板橋林家

與海山劉家為例＞ 
板橋林家海

山劉家 族譜 

1995 

許雪姬 ＜「林獻堂先生日記」的史料價值＞ 霧峰林家 日記、田調資料 

1996 許雪姬 ＜日治時期霧峰林家的產業經營初探＞ 霧峰林家 族譜、日記、田調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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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年代 作者 論 文 名 稱 研究家族 運用之 

家族史料 

孔健中 ＜家族發展與地方派系的形成－以宜蘭

陳家為例＞ 宜蘭陳家 族譜、田調資料 
1997 

陳慈玉 ＜日據時期的顏家與瑞芳礦業＞  無 

許雪姬 ＜林熊祥事蹟考－日治時期板橋林家研

究之三＞ 板橋林家  

莊英章 ＜從帳簿資料看日據北臺灣鄉紳家族的

社會經濟生活: 以北埔姜家為例＞ 北埔姜家 帳簿、族譜、鬮書、古文書、

戶籍資料 

林瑤棋 ＜唐山過臺灣的故事--龍井林開榮家族

的發展史＞ 臺中林家 無 

1998 

陳慈玉 《臺灣礦業史上的第一家族－基隆顏家

研究》 基隆顏家 報紙、田調資料 

許雪姬 《板橋林家：林平侯父子傳》 板橋林家 手稿、房地契約、租稅契約 

顏尚文 
潘是輝 《嘉義賴家發展史》 嘉義賴家 

家譜或世系概況表、鬮書、契

約書與土地帳冊、詩文集等作

品、學經歷證書、田調資料 

卓克華 ＜新竹市蔡氏宅第門樓與蔡氏家族之發

展＞ 新竹蔡家 族譜、戶籍簿、田調資料 

王靜秋 ＜芎林鄉下山村鄭氏家族之發展＞ 新竹鄭氏 族譜、祭祀公業 

2000 

林瑤棋 ＜唐山過臺灣的故事--臺中圳堵張氏家

族的移民史＞ 臺中張氏 照片、田調資料 

2001 李昭容 《鹿港丁家之研究》 鹿港丁家 
家譜、鬮書、學經歷證件、重

要書信與土地臺帳、詩文著

作、照片、田調資料 

魏靜娟 《家族史的建構與研究─以賴氏心田五

美派為例》 
賴氏心田五

美派 
族譜、鬮書、房地契約、番契、

履歷表、家書、 
黃運新 ＜臺灣煤業的興衰與林為恭家族＞ 苗栗林家  

林鉦昇  《 臺 中 地 區 林 姓 族 人 的 發 展

（1701—1945）—以林簪家族為例》 
臺中林簪家

族 林氏宗廟檔案、族譜及譜序 
2002 

彭瑞金 《高雄余家發展史》 高雄余家 照片、族譜、田調資料 

張蓉峻 《臺灣東部移墾的家族個案考察─以玉

里長良連氏家族為例》 玉里連家 
家書、族譜、戶籍謄本、分管

契約、租稅契約、履歷書、土

地臺帳、田調資料 
2003 

何明星  《清代新埔陳朝綱家族之研究》 新埔陳家 
族譜、鬮書 、土地契約書、家

族祭祀公業資料、帳冊、公媽

牌和忌辰牌、田調資料 

陳珮羚 《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呂家的發

展》 
「筱雲山

莊」呂家 鬮書、族譜、日清簿、履歷書 2004 

張曉玲 《臺東縣大武鄉南興村 Pasasuwan 家族

史》 

臺東

Pasasuwan 
家族 

照片、族譜、田調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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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年代 作者 論 文 名 稱 研究家族 運用之 

家族史料 

曾淑卿  《清代大肚趙家的發展》 大肚趙家 族譜、田調資料、 
趙氏宗親會資料 

2005 馬騏 ＜連橫家族源流及祖居地考察記實＞ 連橫家族 族譜 

2006 林佳灵  《烏日石螺潭林火藍家族之研究》 烏日林家 房地契約、土地租佃記錄簿、

租稅契約 

資料來源：主要整理自許雪姬，＜臺灣家族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轉引自顏尚文，

《嘉義賴家發展史》，頁 3-4。2000 年後為本研究整理補充。 

 由表 2-1 可知一般家族史研究使用之家族檔案，最主要使用資料為族譜以

及田調資料，接著是古文書（包括契約書等資料）、田調資料、帳冊、書信、

照片等，家族檔案為建構家族史最為重要之主體，一個家族能提供的家族檔

案愈多，追溯家族歷史的進程也能較為快速並且完整。 

  若將此三十五年家族史研究以曲線圖表示，可知 1985 至 1995 十年間

為家族史研究發展鼎盛時期，發表文章篇數多達二十餘篇，由此可知該時

期家族史研究議題逐漸受到歷史學者重視，並持續發展，參見圖 2-9。然至

今家族史研究多著重於地方望族或者對臺灣社會、經濟具重大影響之家

族，近年由於尋根意識興起，未來家族史研究或許會走向庶民史的方向，

屬於臺灣住民自行追溯家族歷史，而非由歷史學者所主導之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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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篇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2-9  1970~2006 年家族史研究曲線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