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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战”结束，国民政府为顺利接收台湾，委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负责台湾各项业务之接收与后

续管理事宜，为提升行政效率，长官公署于 1946 年 5 月进行内部职务调整，其时适逢陈国琛先生《文书之简

化与管理》在台付梓，行政长官陈仪有鉴于台湾当下文书相关问题繁众，转委由先生针对文书管理作业进行

系统性地改革，因而开启其与台湾文书档案管理不解之缘。本文针对战后台湾文书管理系统之断裂与重建进

行论述，希冀能够深入探讨陈国琛先生对于台湾文书管理与档案事业发展之贡献，以作为日后相关研究之参

考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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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令》中；“大同”公文其实与段祺瑞政府新公文体

式最为接近，二者在训令、指令、布告、咨、呈、 批等

省级公署常用文体上名称完全相同，功能基本一致，

前者实际上是对后者的沿袭。 [15]虽然伪满政府的“共

和”招牌有本质上的虚伪性，但伪满各省公署在“大

同”时期使用的公文文体并未充斥浓重封建色彩，而

是在表面上营造出一种“现代性”姿态。 当然，与“君

主立宪制”的伪“满洲帝国”政体相适应，伪满“康德”

时期各省公署强调对下行而来的 “诏书”、“勅书”完

整贯彻与规范应答， 突出对下级进行政务指挥的令

体公文， “大同”公文初现的略呈现代特征的文体系

统迅速崩解，伪满各省公文出现了由伪“共和”政治

话语到伪“帝国”政治话语的明显转向。

为强化殖民统治、维护傀儡政权背后的利益，针

对当时伪满各地公牍泛滥、文风浮靡的积弊，伪满政

权确有简化文书处理手续、 增加公文制发效率的一

些努力，如“康德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由“滨江省长”

吕荣寰签署的滨江省公署第一七一号“训令”，在“本

署从来对于各县之呈文，向不分轻重悉数指令，内有

应该指令事项，当然指令”的办文背景下，针对“例有

‘呈悉，此令’类之指令者，确似收据，不但枉费手续，

而且毫无意义”的情况，决定“本署今后除对于重要

案件批以指示外，余者概不指令”，且要求“各县对于

发出公文有需要收据时，应于呈文上附带收据，本署

加盖戳记，再予寄还，俾免遗失” [16]，试图精简批文，

择要批复。 但整体而论，伪满各省公文文体分化、尊

卑显豁，结构程式呆板僵化、冗长拖沓，行文用语艰

涩古旧，处理文件推诿拖延。 与民国政府在《公文改

良办法》、《处理案件注意要点》 中所推行的白话书

写、分段标点、档案连锁、分明权限等确有成效的革

新政策相比， 伪满各省在文体功能设计与文书制度

建设上收效不大，一些地方官署甚至沿袭旧式 [17]，可

谓积弊难除。 伪满各级政府绝非以发展中国资产阶

级经济文化为其使命， 也不可能建立与资产阶级民

主制度与平等思想相同步的文书规程， 无论其在公

文程式上如何增订修补以求文体功能齐备， 或在地

方文书管理上怎样建章立制以图提高办文效率，乃

至在技术细节上如何进行诸如 “语体文”、“抄件法”

的所谓革新， 都不能改变其公文程式与文书制度落

后乃至倒退的根本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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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依

开罗宣言自台湾撤除政权，将其主权归还中国。为顺

利接收台湾， 国民政府遂于 1945 年 8 月 29 日委任

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以进行相关接收与管理事

宜，并同时着手进行组织架构及相关人事之筹备，而

至同年 9 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以下简称“长官

公署”）方正式告建，因而成为战后国民政府在台的

最高行政组织。 长官公署之创立虽系为进行台湾的

接收与治理， 然接收与政权转化的过程并未如陈仪

于 1944 年提出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那样简单顺

利，甫脱离日本 50 年统治的台湾，无论是文化上的

隔阂或是语言上的差异， 无不影响当时台湾政策上

的推行。

文书作为政令执行之媒介， 其相关管理更影响

行政执行之效率，为解决这样的问题，陈仪虽于筹备

长官公署期间， 并未延聘原任福建省政府秘书处文

书科科长、 且具备福建省政府文书改革经验之陈国

琛先生负责文书工作， 而系聘任张政藩担任文书相

关业务，陈国琛先生则负责公报之改革与发行，担任

长官公署公报室（后改名为编辑室）主任，然 1946 年

5 月，长官公署内部职务进行调整，其时适逢陈国琛

先生《文书之简化与管理》在台付梓，行政长官陈仪

有鉴于文书相关问题繁众、对于政策执行影响深远，

希冀能够聘任专人针对现行台湾文书管理作业进行

系统性地改革， 因此期许先生在政令宣导及文书档

案管理之长才，得以为台湾未来行政打下基础，遂除

原公报改革业务外，委任先生兼职文书科科长，主办

集中文书整理业务， 因而开启其与光复初期台湾文

书档案管理不解之缘[1]。

为有效管理并重建光复后台湾文书制度， 陈国

琛先生兼任长官公署文书科科长后， 随即着手进行

台湾文书制度深化与改革的作为。 此次改革系以先

生于福建省政府所进行文书改革经验为基础， 具体

作为包括强化政令速率的基本措施，诸如分层负责、

简化程式； 集中收发及档案管理， 诸如筹训技术人

才；公报改良；制定政策制度等作为。事实上，陈国琛

先生因其职务及其后所办理讲习活动， 也因此其著

作《文书之简化与管理》遂成为台湾各地方政府管卷

人员业务参考所必须， 而此书不仅于出版后获教育

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查颁给奖金，更为 1958 年中国

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选作 13 本档案学旧著经典之

一，并重新翻印，其内容品质之优劣，可见一斑。 [2]

故此， 本文除希冀针对台湾战后文书管理系统

之断裂与重建进行论述外， 更有鉴于台湾档案学界

对于陈国琛先生于台湾文书管理与档案事业发展之

贡献知之甚少， 希冀能够深入探讨陈国琛先生对于

台湾文书管理与档案事业发展之贡献， 以作为日后

相关研究之参考与基础。

2 战后台湾文书管理的断层与衔接

1943 年，美、英、中三国元首于开罗进行会谈，

我国声言战后日人应归还台湾主权， 此项声明并获

其他国家认同，在此基础之下，为对台湾有更深层之

了解，并着手筹画战后相关接收事宜，国民政府遂于

1944 年 4 月于行政院下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并

任命熟稔日人事务的陈仪为主任委员， 针对日人统

治下台湾各面向发展进行调查。 该调查委员会除撰

述报告书四十余万言外， 更提出 《台湾接管计划纲

要》，成为日后政府接收台湾之基础。 台湾调查委员

会的成果，促使时任行政院院长之蒋中正于 1945 年

日本宣布投降后， 任命陈仪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一

职， 以着手进行台湾接收之行政与人事等各面向事

宜。 在此 50 年的日本统治背景之下，原居台湾之汉

人在文化与语言上与中国多有隔阂， 长官公署不论

在政策之宣导与推动上有其实质上的困难外， 也因

此权宜在公文上附译日文，以求政令顺利推行[3]：

本省同胞，脱离祖国五十一年，文字、语言、习惯

都与祖国发生甚深的隔阂，现在回到祖国怀抱，归真

返璞，在在均须从头做起，对于文书的简化和改革，

更感到异常的迫切与需要，在普及方面说，除少数省

民，略懂国文外，其余仅能了解日文，所以我们不能

不从权在短期内把公文附译日文， 以求普遍了解

……

公文检附日文的做法， 为当时长官公署所辖各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Taiw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executive office (TPAEO) was assigned
to receive and govern Taiwan from Japan by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 enhanc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TPAEO made inside position rotation in May 1946. Mr. Chen Guo-Chen published “The Simpl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cords” during this period in Taiwan and had been noticed by the chief of TPAEO, Chen
Yi. Therefore, Mr. Chen Guo-Chen began to innovate the system of public records and mad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cords management. To realize the contribution of Mr. Chen Guo-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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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所采用， 相关公文教学书籍亦翻译为日文或采

日文注解的方式呈现，如 1946 年黄景中编着之《日

文注解书契程式及公文解说》、1946 年黄启文编着

之《中国公文程式》等，皆为台湾过渡时期之特殊编

辑出版品。 原日本统治 50 年所建立文书管理制度，

在国民政府接收后停止使用， 日本政府所产生各项

文书则依据既有的架构进行移交，不另外打散整理，

而长官公署新产生的文书资料则移植大陆既有文书

档案管理方式进行管理，并期待各级政府得以采用。

在此中、日制度交错之际，长官公署在政策推行上总

习惯以日人治理台湾时之作为进行比较， 以截长补

短，从中了解自身不足及需改进之处。在文书方面亦

不外如是， 也因为深谙日人处理事务的方式与态度

上的优缺点及我国所具备的问题，陈国琛在其《文书

改革在台湾》一书中如此描述[4]：

日人窃据了台湾五十年，他的政令，确是相当严

肃，凡一切应做的事，不但说干，就干，而且脚踏实

地，令出必行。因此文书方面，便根本不会兜「等因奉

此」的圈子，就在处理方面，也没有许多啰嗦繁杂的

手续。拿台湾总督府来说，他纯粹各行政部门的最高

决策机关，府属各部，是献策而兼考核的机关，州厅

和市役所（市政府），就完全是政令督导的执行机关，

权责分明，职司清楚，所以如许年来，他的政治进步

很快，原因也就在一切都是实干，硬干，苦干，并不拿

文书当作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只要你看到以往

台湾总督府那些装订最整齐的档案， 除了他们将日

皇手饬等少数文卷，偷偷地抽毁而外，经我们政府接

收的，也就拢总不过八千六百六十五宗。像经过这样

长时间，只要你了解他那工商事业的发达，和一切政

治工作的就轨，单是文书一项，如果落在我们手里，

岂仅“汗牛充栋”？恐怕连整个台湾，也会变成管卷室

吧！

陈国琛对于日人在文书管理上的称许，“脚踏实

地，令出必行”、“没有许多啰嗦繁杂的手续”，亦凸显

当时我国各地方文书管理之窘境， 为了期许中国在

文书管理的改革上能够有所进步， 先生并在其著作

《文书改革在台湾》（绪言）中称“文书呢，也已经把全

省收发和档案管理， 拢总都集中在同一办法支配之

下。虽然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是很多，但我们不断地在

勤求进步中， 总想同日本人的管理， 来一个工作竞

赛” [5]，将日本人作为假想敌对的目标，尤其在政府

公报部分，先生更写了一首打油诗“公报赛官报，瞄

准迫击炮，打倒日本鬼，教你笑一笑”，日人在台行政

制度对于长官公署尔后政务推行之影响，可见一斑。

长官公署移植中国既有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

且采行分散管理，致使各单位自行其是，不论人员、

制度等，皆造成极大混乱。 为解决此项问题，长官公

署委请陈国琛先生兼任文书科科长， 针对现阶段台

湾文书管理所遭遇到的问题，重新研拟改革办法，其

并承袭国民政府行政效率改革下的档案管理思想，

将文书应就其顺序彼此连锁， 且将分散的管理方式

转化为统一制度。 此自破坏、移植，而至重建的文书

改革过程，为日后台湾奠定文书管理之基础。改革后

的长官公署文书管理职掌，根据《台湾一年来之文书

改革》 所述，1946 年署辖秘书处文书科管卷股有职

员 34 人，股下并分分类、登记、出纳三组，分类组掌

档案之分类、立卷入卷藏卷检查等事项，登记组掌总

目录及卷卡片之编制、卷内目录之缮写、收发文号卷

号对照之登记、人名卡片之制作及文卷统计等事项，

出纳组掌文件之点收、卷盒笺之缮写、典藏、附件保

管及案卷检调归还等事项， 当时计全署档案在集中

初期每月归档文件数，平均为 600 件，现已增至 900
件左右， 故管卷股人员工作相当紧张， 截至十月半

止，藏卷数量计共 180,300 件，装订 16,708 宗[6]。

3 文书管理人才的断裂、需求与培养

长官公署在接收台湾后， 即意识到台湾民众对

于日本政府在文书管理上的方式与文字早已根深蒂

固，对于远渡重洋前来接收的中国官员，不论其所使

用语言、方法、制度，皆不甚熟悉，欲将传统中国所使

用的制度、甚而坏习性套用在台湾人民上，更是捉襟

见肘，非但无法有效执行政令，更可能造成事半功倍

之窘境。 在《文书改革在台湾》一书中有着这么一段

描述， 清楚说明制度的不完善不仅无法有效推动政

策，更可能致使民众不知该如何遵行[7]：

推诿习气像台风也似的，四面八方，渐向新光复

的台湾，包围袭击，不但“等因奉此”到处风行，就是

一点毛细的事，也都要签呈上官“……是否有当，静

候钧示祇遵”。 如此一来，不但政治进度，异常疲缓，

而且把初入祖国仕途的台湾同胞，更弄的拍案惊奇，

莫名其妙。 于是陈长官就在这样着急之下 （本年三

月），责成法制委员会，赶快召集本署各处会室主任

秘书，务在中央指示“分层负责”的原则下，想出一个

简而易行的办法，大家来切实遵守。

也因此当时行政长官陈仪希冀各公务员能够因

时、因地转化作为，不可将内地原有行政习惯带来台

湾，并期望文书能够达到愈加简化之目的[8]。 关于台

湾原有制度的废除与重建， 陈国琛任文书科科长时

即重新检视新建的文书管理系统所面临的问题，不

外乎分散管理、制度不一及专业人才缺乏[9]：

本署各处会室档案， 最初系各自保管， 其中分

类、登记、保藏等办法并不一致，复以管卷人才缺乏，

处理方法互异，检调档案，甚感迂缓，乃于六月十四

日起决定集中秘书处管理， 只以工作繁重， 单位众

多，八个月之档案，全加整理，预计所需人力物力相

当可观，原在为集中前先做充分之准备。

针对上述问题，长官公署遂于 1946 年 6 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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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分散各处管理之文书资料集中于秘书处文书

科进行管理，并着手规划人员训练课程，以解决当下

台湾文书制度所面临各项问题[10]：

本省光复伊始，为使台胞服务机会均等，故各机

关中登用台胞很多，因他们对祖国文字绝少通明，对

公文书之运用，由不了解，欲其简化与改革必需大多

数干部能了解全部公文书之运用和效能， 同时更需

要一班基本人员来负责推行，爰于本年六月间，本署

举管理讲习会， 召集全省各机关文书工作人员参加

讲习，在教、学、做三方面同时并进之下，为期虽短，

收效颇宏……

事实上， 长官公署将所属各处室档案集中秘书

处管理并非欠缺考量的做法，长官公署拟于 1946 年

6 月 6 日至 6 月 13 日针对全省各级机关文书管理

人员进行讲习，共授课 56 小时，内容包括改革文书

行政、 改革收发及档案管理制度、 档案初步整理方

法、统一文书处理通则、档案分类表解、统一收发处

理程序、统一文稿处理程序、统一档案处理程序、统

一公报改良准则、统一文书检查方法、统一区乡文书

管理、文书用具及用纸管理、公报编行、文书与政令、

政令宣传、文书与政治等课程，尔后并进行实际文书

管理操作，共受训 50 日，结训后则与原单位另外管

理文书之人员进行交换， 如此轮替以达充分教育之

目的。

长官公署对于此次讲习会之重视， 从其所发出

电文中可以看出，“本署自六月一日起实施公文彻底

改革，希慎重选派该市政府现任秘书科长各一人，限

六月一日以前向本署秘书处报到并实习， 五十日后

即遣回”[11]，长官公署集中于秘书处之文书资料则恰

好作为此次实习操作之教材，对于长官公署而言，则

瞬时有了充足的人力为昔日错误的档案管理方式得

以进行全面的改变， 将原本以分散管理之文书改变

为以连锁法为核心的集中管理方式。事实上，长官公

署办理筹备训练人才之目的有二， 一则以训练管理

人才为主，另一则希冀培养应用技术人才，此次所开

设文书管理课程开启了台湾档案教育之肇端。 受训

完成之各级机关文书管理人员则规范其回归原县市

机关后，应开设讲习会，会期至少 3 日，并涵盖 10 日

实习[12]：

各该县市政府应在本年十月十五日以前各须召

集所属区乡主管文书人员开文书管理讲习会， 会期

至少三日，实习期至少十日；由主任秘书，或前经参

加本署文书管理讲习会之较高级人员担任主任讲

师，各就新颁处理文书规则，逐条详为讲解，俾能各

自明了一切处理办法，以利推行。

长官公署此次所办理之讲习， 经过完善的规划

与考量， 致使战后初期台湾文书管理制度的基础重

新回到正确的路途上，“六月十五日起， 全署各单位

收发集中管理……所有公文， 除署属各处会室或各

所属科室间之相互行文得自行收发外， 其余一律由

文书科统一编号收发”[13]，参与此次文书管理讲习会

课程者共计 150 余人， 其并延伸相关知识与观念至

各级机关文书管理人员， 因而促进各地方档案依循

文书连结的概念， 将文书管理流程中的每个过程都

得以记录与追寻，成为集中管理的架构。

4 陈国琛与台湾文书改革工作

关于陈国琛先生之生平与学经历，2006 年吴永

林发表于 《档案管理》（陈国琛与 “文书之简化与管

理”）及 1989 年韩李敏发表于《浙江档案》（陈国琛与

民国时期南方三省的文书改革）等文章，皆有巨细靡

遗地描述，本文不着墨于此。 先生结束从军生涯后，

即戮力于文书档案和行政管理之研究与教学工作，

其中又以对福建（1936-1938）、台湾（1946-1947）及

浙江（1948-1949）相关文书作业影响最深，就 我 国

档案先驱的实务经验而言， 先生此项经历足称无远

弗届。

在台湾部分， 先生所从事文书相关改革系构筑

于福建省政府所推动相关作为，其称“编者的学识、

经验，自问都很有限，尤其讲到文书管理，更不敢说

是怎样内行，不过我们十几年来，虚心研究的结果，

对于这个问题，不管在理论方面，或技术方面，也都

有了一个整套的办法”[14]。 而此十几年来的经验，即

系来自于福建省政府改革推动之基础并加以修正，

其于书中称“本署初期改革文书办法，拟以二十六、

七两年间闽府管理文书事实为依据，并拟酌加改进”
[15]， 故可知台湾文书改革之内容系由闽府推动之经

验而来。事实上，先生在福建省政府曾经营文书改革

之推动，陈仪作为当时福建省省主席，对于其于文书

管理上的学识经验应系有所知悉，然而，陈国琛在当

时福建省政府时期对于政府公报推行之成就或许更

高于其于文书改革上之影响， 也因而致使陈国琛在

来台初期系负责政府公报之改良与发行。 姑且不论

陈仪任命陈国琛兼任文书科科长之原委， 职掌台湾

省文书改革并非先生前往台湾任职之本意， 其原拟

从事的是公报改良工作，先生在《文书改革在台湾》

中对于如何兼任文书科科长有着生动的描述[16]：

今年四月六日吧， 陈长官把我找来说：“目前本

署文书事情，有好些还未上轨道，我想把这个责任，

也交给你整理一下才好。 ”我愣了，像这样的困难环

境，要怎样答复才好？于是硬着头皮说：“公报刚刚有

点头绪，但前途困难很多，正待努力解决，实在忙不

了，容我仔细考虑考虑。 ”他点头答应了。 回来心里

想，为一架印公报的轮转机，一直闹了三四个月，到

手还不合用，处境是这样艰苦，再兼文书科，谈何容

易？ 算了，少管闲事好了。 不幸的很！ 四月二十的上

午，他又找到了我，一见面，就问：“文书科的事情，已

102



档案学通讯 2015 年第 3 期

经考虑好了吧？ ”我说：“公报现正进行按日出刊，至

少还要一月，才能够做的比较清楚。 ”其实我的话尚

未说完，他就接着说：“好吧，就再等你一个月吧。”我

又愣住了，同时又看见他办公桌上公文一大堆，正在

批阅，自然不便啰嗦，就是啰嗦，也未必生效。 只得

“哑巴吃黄连”无精打采地慢慢拖了回来。 此刻心理

唯一念头，只希望长官把这件事体忘记掉，不然，这

支硬宝剑，吞下去，能拉得出来吗？ 是五月二十一日

下午吧，电铃响了，接着有人对我说：“长官请！ ”我

想，糟糕，一定又是那个话儿来了，果然，见面就问：

“文书科，那天接？ ”推车顶壁了，不答应怎么办！ “六

月一日何如？ ”他说：“好；请你赶快准备吧！ ”回来左

思右想，感到处处为难，但终于鼓起勇气，在五月二

十三日订了一个工作计画，连同编辑室业务报告，并

在一起，上了一个签呈。五月二十七日批下来了，“均

准照办”。 开始了，紧张了，奋斗了，于是台湾省的文

书制度，也就在这寥寥“均准照办”的四字中，决定了

它今后新的生命。

此引述虽稍长， 然从中可知先生对于台湾文书

管理制度的建立与相关工作的态度， 系以上级临时

交办任务视之，其称“上面谈的文书改革，我们曾经

说过，是工作紧张中的临时插曲，唱完一段，马上散

场。现在谈到公报改良，这才是道地的本行本职”，而

其接掌公报改良工作之目的则系 “为了好奇心的推

动，为了渡海参加光复后的台湾复兴工作，更为了观

光日人侵踞台湾五十年所遗留的建设陈迹， 这才来

就本署秘书处公报室主任”[17]，因此可知先生原先并

不愿意接受台湾文书改革工作，“临时拉来卖苦力的

文书科长，本不愿兼，但因为要完成我这十几年来文

书革命的理想，和解除以往公报征稿的困难，只得领

此兼职”[18]。

有趣的是， 纵然先生兼任长官公署秘书处文书

科科长一职， 自 1946 年 5 月 31 日任职至 1946 年

10 月 14 日辞去兼职， 5 个月不到的时日却成就了

先生于地方文书改革经验之翘楚。 对于台湾文书改

革之作法，先生主要进行“明定职司分层负责”、“划

一文书处理”两项，并公布相关规则后，同时通令各

县市政府实施，以资配合[19]：

(1)各该县市政府应在本年十月十五日以前各

须召集所属区乡主管文书人员开文书管理讲习会，

会期至少三日，实习期至少十日；由主任秘书，或前

经参加本署文书管理讲习会之较高级人员担任主任

讲师，各就新颁处理文书规则，逐条详为讲解，俾能

各自明了一切处理办法，以利推行。

(2)各该县市政府整理文书应需之经费，可照所

附之预算分配表举例科目详细编列所需器具纸张数

量金额制成预算表二分呈核， 如表列某项目内金额

不敷分配，准予互相流用，但以不超过台币拾贰万元

为原则，并准即在第一预备金项下动支。

（3）各该县市政府一切公文用纸，除应将原有各

种旧式纸张尽先用完外；即须遵照署颁格式（格式另

发） 仿制应用，（如系装订之件每页右边缘应留空白

余地以备装订） 在三十六年一月一日以后所有旧式

用纸，一律不准沿用。

（4）各该县市政府收发室管卷室应各分配科员

办事员雇员各一人及必需之工友册报本署秘书处文

书科备查，并得就每日事务繁简，相互定时留用，平

均劳逸。

（5）各该县市政府在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须各将一切文书事务整理就轨， 并指由各该管主任

秘书对本署直接负责，以便随时考核奖惩。

此整理须知颁布后， 各县市政府即分别举行文

书讲习会及依照前颁规则着手进行文书档案整理，

长官公署并俟各县市整理结束时， 派员分赴各地考

察其成绩，检讨其利弊，以为改进之参考，而先生即

于此期间辞退文书科科长一职， 其对于台湾文书改

革之作为则告一段落。

5 结语

本文针对陈国琛及战后台湾文书改革二者相互

关系与影响进行论述， 探讨战后台湾文书管理的断

层与衔接， 及其后长官公署之接收与文书管理系统

的破坏与重建， 从而了解陈国琛先生在台湾所进行

文书改革工作对于台湾文书档案管理之贡献与历史

意义。观察先生所经历三次文书改革中，以台湾省时

期改革成效最为卓著，“在本年十月十四日编者辞去

文书科长兼职以前，一切在事实上所表现的收获，都

似乎比福建更多”[20]，然而，根据《文书改革在台湾》

书中所述， 台湾进行文书作业改革主要系由陈仪主

动发起，其原因包括“行政效率的缓慢”、 “接收日人

文书资料时之反省”二者，并非由陈国琛所提出，也

就是说，对于台湾当下所面临的文书管理问题，陈仪

深感忧心，因而希冀寻找适合人员前来进行改革。有

趣的是， 1946 年 5 月，陈国琛先生在台委由台湾新

生报出版其汇集多年文书改革与档案管理经验之

《文书之简化与管理》一书，就《文书之简化与管理》

与陈国琛先生兼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时间来

看， 则可推测陈仪或许系见此书之出版因而决定进

行人事之调动。事實上，《文书之简化与管理》一书的

出版与台湾文书系统建立关系密切， 该书出版后解

决了时下台湾文书管理系统破坏与重建时专业人员

训练的问题， 成为台湾各地方政府争相采用之参考

书，对于日后档案管理人员作业思维之影响，更是影

响深远，相关讨论则待笔者另文论述[21]。

陈国琛先生在台湾进行改革的时间，系自 1946
年 5 月 31 日兼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文书科科长

为始，而至 1946 年 10 月 14 日辞去此项业务，不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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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中国档案职业发展论坛及兰台风韵大奖赛即将开幕

由《档案学通讯》杂志社、《中国档案》杂志社、中国档案学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档案职业

发展论坛”将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6 月 1 日在银川召开。届时邀请国家局的有关领导及行业专家、

学者围绕“信息化时代的档案职业发展与变革”问题，以主题演讲、分组论坛、学术点评、总结交流

等内容版块展开交流。 为全国档案学界和业界提供一个高起点、大范围、多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

推进档案职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推动档案职业的现代化，是本论坛的唯一宗旨。 论坛结束后还将

组织出版《第四届中国档案职业发展论坛论文集》。 报名联系电话：18600882099（黄子佳）。

为了展现档案工作者的职业风采，提升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档案学研究》编辑部、《中国档

案》杂志社、《档案学通讯》杂志社、北京航星永志科技有限公司将于 2015 年 6 月 28 日在黑龙江大

学联合举办第三届“航星永志杯”兰台风韵大奖赛。 此项大赛是中国档案学界和业界的一大盛举，

敬请广大同仁关注支持。 凡年满 18 周岁，从事档案、图书、文博、秘书工作的或大中专院校档案学、

图书馆学、秘书学、文博等专业的女性均可报名，欢迎登录“档案知网”（www.dazw.cn）了解大赛详

情。

报 名 邮 箱 ：yangqin@hx -soft.cn wangbinyan@hx-soft.cn， 咨 询 电 话 ：010 -59812403，010-
59812403-8083 （杨琴）。

欢迎订阅 2015 年 《档案学通讯》，邮发代号 82—21
每册定价 20 元， 全年 6 期共 120 元。

个月不到的时日， 其成就却成为我国早期档案学界

于地方政府文书改革经验之翘楚， 并为日后台湾文

书管理制度奠定基础。 可惜的是，1948 年陈仪政府

失势，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先生作为陈仪之

幕僚， 也因此其相关作为与著作为台湾政府在公文

的参考上排除， 转以他人之著作作为文书档案管理

上的依据， 致使今日台湾对于陈国琛先生的贡献与

影响鲜少知悉，加上 1949 年国民政府撤迁，不同于

先生文书改革架构下的单位陆续来到台湾， 致使台

湾的文书管理制度进入中央与地方两种体系的混乱

时代，也为日后台湾又一次的文书改革揭开序幕。

注释：
[1]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档案：编辑室主任陈国

琛兼任文书科长案，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藏，1946 年

5 月 31 日，典藏号：00303230006129。

[2][4][5][7][8][9][14][15][16][17][18][20][21] 陈国

琛.文书改革在台湾[M] .台北:台湾书店,1947: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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