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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大規模文化資產

破壞已超越其他類型的危害形式，這樣的情形

已被世界各國所重視。文化典藏單位在傳統上

有其既有之社會責任，在文化資產遭遇各式災

害所帶來的侵襲時，文化典藏單位更是責無旁

貸，如何利用其現有的資源，避免增加社會成

本與文化損失，以協助受災地區文化資產進行

救援，乃是目前相當迫切且必要的課題。本文

擬藉由日本文化典藏單位於311大地震所採取

之文化救援行動，探討文化典藏單位在面臨自

然災害時所扮演的文化救援角色，並檢視世界

各國的做法，提出相關建議，以加強我國政府

面對自然災害所帶來的文化資產危機處理能

力，並作為相關單位日後擬訂政策之參考。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atural disaster caused 
large scale damages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s 
around the world. Traditionally, organizations 
of cultural custody have their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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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and the valuable cultural 
heritages have to be preserved during various 
disaster.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role 
of cultural custody organizations when faced 
natural disaster.  During 311 Earthquake 
happened in Japan, the country’s cultural 
custody organizations implemented several 
rescue efforts to preserve cultural heritage. 
The experience of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should also serve as the reference of 
policy-making when facing crisis manage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caused by natural disaster. 

前言 
全球各地大規模的自然災害逐漸擴大且頻繁，諸

如地震、海嘯、火山爆發、海平面上升與海岸線改

變等，其所引發的破壞除對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威

脅外，更體現於國家文化資產的危害，諸如古蹟、

歷史建築、遺址、文化景觀、文物、自然地景等，

無不嚴重影響國家歷史與文化的傳承。 

2011 年 3 月 11 日 14 時 46 分，日本宮城縣首府仙

台市以東的太平洋海域外海發生規模 9.0 地震，震

源深度測得數據為 24.4 公里，並引發最高 10 米的

海嘯（MSN 產経ニュース，2011）。此次地震對日本

的本土危害嚴重，不僅為日本自有觀測紀錄以來規

模最大的地震，其所引起的海嘯、火災和核輻射等

「複合式」災難形式，更造成日本東北地區的癱瘓

與損毀（騰訊新聞，2011）。 

相較以往，近年來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文化資產破

壞已超越其他類型的危害形式，這樣的情形已受到

世界各國的重視，相關單位亦在災後負責相關救援

活動，如 1999 年臺灣 921 大地震後成立「921 文化

資產救援行動聯盟」；2010 年 10 月檔案管理局針對

凡那比颱風受災機關，公佈「可通報檔案管理局的

檔案典藏組協助處理」之訊息，並與冷凍公司進行

簽約，以協助救援各機關重要檔案資料因風災、水

災泡水而損毀等（檔案局，2010）；日本為協助受災

影響地區文化資產的救援，承襲先前阪神大地震之經

驗，成立專門小組進行搶救工作，以降低與控制自然

災害對於文化資產所帶來的衝擊（坂本勇，2006）。 

文化典藏單位在傳統上有其既有之社會責任，在

文化資產遭遇各式災害所帶來的侵襲時，文化典藏

單位更是責無旁貸，如何利用其現有的資源，避免

增加社會成本與文化損失；以協助受災地區文化資

產進行救援，乃是目前相當迫切且必要的課題。臺

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交界，加上

夏、秋兩季低氣壓頻仍，因此地震、颱風等自然災

害危害甚鉅，其所伴隨之水災、土石流、坍方等，

更是嚴重侵襲我國重要文化資產；諸如 921 大地

震、莫拉克風災等，無不造成難以彌補的生命財產

損失。 

本文擬藉由日本 311 大地震所採取之文化救援策

略，探討文化典藏單位在面臨自然災害時所扮演的

文化救援角色，重新檢視文化典藏單位的社會責

任、功能與定位，提出相關建議與看法，以加強我

國政府面對自然災害所帶來的文化資產危機處理能

力，並作為相關單位日後政策之參考。 

文化典藏單位的功能與任務 
所謂文化典藏單位，或又稱為記憶典藏單位

（Memory Institution），根據 Hjerppe（1994）的定

義，乃指如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紀念館、植

物園、動物園等具有物件蒐集、整理、提供等功能

的「典藏單位」（Collecting Institutions）。廣義而言，

文化典藏單位亦包含負責知識傳承目的的單位，如

學校等教育機構。人類記憶典藏之目的乃在於傳

承，有傳承方得以創造，因此設置專責記憶典藏之

單位自古以來即有其需求，其涵蓋種類甚廣且繁，

其中尤以圖書館、檔案館及博物館最具代表。 

圖書館、檔案館及博物館三者雖皆為文化典藏單

位，且宏觀上功能大同小異，然在功能的細節及重

點上仍有所不同。如圖書館及檔案館仍以紙質文

獻、平面資料為其館藏重點，不若博物館的藏品來

得廣泛；博物館在資訊傳播則以展覽為最主要方

式，不若圖書館及檔案館具有資料流通的功能，這

些差異雖突顯三者成立之宗旨與屬性，但亦表明文

化的多元典藏、傳播與應用。表 1 即歸納整理眾人

對圖書館、檔案館及博物館所下定義及功能進行比

較，以深入瞭解文化典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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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圖書館、檔案館與博物館功能比較 

單位 
功能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 

蒐集 

以平面資訊為主要蒐集對

象，出版、未出版皆有，出版

品居多，有正式的出版訊息，

近年來電子媒體、數位化資

訊、網路資訊亦有蒐集。 

各種類型物件，以平面資訊為

主，大都未出版，但亦有將檔

案資料編纂予以出版。 

各種類型物件，亦有將所典藏

之物件加以彙整出版。 

整理／組織 
依據圖書資料之主題性質與

資料類型，加以編目整理。 
依據全宗、來源與原始順序原

則三大原則。 
依據主題與物件類型編排，加

以登錄。 

保存 
除珍善本書外，多不重視標準

的庫房環境控制。 
重視庫房環境設施控制。 重視庫房環境設施控制。 

傳播 
可借出，館內外皆可使用。 檔案原件可調閱，但僅限於館

內使用，如已數位化則無需調

閱原件。 

以展覽及推廣為主，但不提供

個人借調。 

研究 具有研究功能 具有研究功能 具有研究功能 

展示 
資料查檢與流通為主要功

能，展示為輔。 
資料查檢與流通為主要功

能，展示為輔。 
以展示為主要功能。 

教育 具有社會教育功能 具有社會教育功能 具有社會教育功能 

資訊 
以出版、媒體及參考諮詢方式

提供資訊，辦理相關活動為

輔。 

以出版、媒體、諮詢及展覽方

式提供資訊。 
以出版、媒體、展覽方式提供

資訊，諮詢為輔。 

休憩 
具備提供休閒功能。 此功能較薄弱，但檔案館具備

提供對某特定事物感興趣者

資訊的功能。 

具備提供休閒功能。 

查檢 
提供線上公用目錄檢索；多為

開架；以件（item）為單位流

通。 

提供線上公用目錄檢索；多為

閉架；以系列（series）為單位。

較少提供檢索系統；閉架式，

館藏不流通。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文化救援目的與自然災害 
對文化資產造成的危害 
文化資產，或稱文化遺產、文化財，對於一個國

家、區域，甚至一個民族而言，具有文化認同及文

化傳承的意義存在。其所涵蓋範圍，包括古蹟、歷

史建築、聚落、遺址、文化景觀、傳統藝術、民俗

及有關文物、古物與自然地景等。這些重要的資產，

或因各種天災、人禍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凋零，

如何永續保存這些日漸消逝的文化資產，已成為每

個國家亟需重視之議題。本文針對自然災害對於文

化資產所造成的影響進行探討，並瞭解文化救援的

定義及其目的，與災害對文化資產所產生的危害之

評估與風險管理，以為相關單位參考。 

文化救援的定義與目的 

所謂文化救援，廣義而言，即針對任何因自然、

人為或未受重視而導致瀕臨消失或散佚之文化資產

進行救援之行動，其所針對救援目標或為有形之文

化資產，或為無形之文化資產，為使其降低或停止

破壞、散佚、消逝之速度，採取包括蒐集、保存、

修復、口述歷史之建立、教育等協助、促進文化永

續傳承之行動。其目的在於文化之典藏得以延續，

使因任何因素而逐漸消失之文化資產得以保存或記

憶。文化救援是涵蓋於文化資產保存之一環，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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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救援更著重於短時間內所進行之緊急應變。

本文所謂文化救援，即指針對任何突發的自然災

害，而導致短時間、大規模破壞之文化資產所進

行之救援行動，其救援目標以有形文化資產為

主，以緊急應變措施搶救在自然災害中遭受破壞

之文化資產。 

自然災害種類與對文化資產所產生的危害 

文化資產的散佚與損毀概可分為天災與人禍二

者。天災者，指水、旱、病、蟲等自然現象造成的

災害；人禍者，探究前人對文獻散佚所提出原因，

紙質檔案散佚亦可分為「歷代對檔案保存的不重視」

及「戰亂和兵燹的搶掠、破壞與銷毀」兩大原因（吳

宇凡，2008）。地球上過去所發生過的自然災害，以

及自然災害對文化資產所產生的破壞可以歸納為下

列八種，分述如下（Taboroff, 2000, pp.72-73）：  

（一）地震 

地震所引起的災害對於文化資產將造成直接與間

接的損害。由於地震造成的直接損害，因建築物或

其中的書架與檔案架的傾倒，造成文化資產直接的

損害。因地震所引發的火災與水災，對於建築物中

所典藏的文化資產將造成水損與火損。這是地震對

於文化資產所造成的間接的損害。在我國 1999 年所

發生的 921 地震，當時對於圖書館與檔案典藏單位

造成圖書被震毀、建築物壓損，或是圖書館因地震

造成水管破裂而受到水損的情況發生。以埔里鎮立

圖書館為例，該館於 921 大地震中重創全倒，館藏

亦在此次地震中部分受損，地震對於文化資產及文

化相關設施之影響可見一斑。 

（二）海嘯 

海嘯主要對於沿海地區造成損害，以此次日本所

發生的地震而引發海嘯，在沿海十多公里的建築物

都受到影響。如果屬於木造的建築物，甚至於被海

嘯造成的大波浪所席捲，而建築物中所典藏的文化

資產大都無法保存。如果是鋼筋建築在建築物主體

方面可以避免受損，但其中所典藏的文物也會受到

污水的損害。 

 

（三）火災 

火災將造成文化資產的直接與間接的損害，主要

的損害包括：（1）損害建築物及其典藏的內容；（2）

受到熱力、燃燒及煙薰所造成的損害；（3）由於滅

火時灑水所造成的水損。 

（四）水災 

洪水對於文化資產將造成直接與間接的損害。如果

是大規模的洪泛，可能直接將典藏的文化資產予以沖

離原有的典藏位置，造成的損失較大。如果是小規模

的洪水所造成的淹水，對於文化資產的損害與前者相

較之下較小，但由於洪水常夾帶著污水、油漬等不利

於文化資產的污染物，在事後的清理造成很大的困

擾，且需耗費人力、經費與時間予以修護。 

（五）風災 

風災包括颱風、颶風或是龍捲風等由氣流運動所

形成的自然災害，常會伴隨著強風，甚至於是暴雨；

對於文化資產所產生的損害，主要是建築物，或是

因其產生的停電與淹水等間接的損害。如果建築物

夠堅固，在建築物本身較少會受到損害，但以臺灣

歷年來颱風之經驗而言，所伴隨之停電將對需 24 小

時空調環境的文物造成短暫性的影響；但如果有淹

水的現象發生，在較低樓層的建物所存放的文化資

產將受到水損的影響。 

（六）土石流 

土石流在臺灣常發生於暴雨的時期，尤其是夏季

期間的颱風所產生的暴雨而發生。土石流所經之

處，建築物大都會被土石所掩埋。由於土石流大都

發生於山坡地或是鄰近山坡的場所，國內圖書館或

檔案館等文化機構較少設置於這些處所，因而較少

有文化資產受到土石流波及。 

（七）海平面上升與地層下陷 

近年來受到地球暖化的影響，造成海平面上升，

如果濱臨海邊的建物恐受到海水上升而逐漸被侵

蝕。如果未能遷離，則存放其中的文化資產會受到

海水浸泡的危險。另一種情況在臺灣也發生，是因

長期抽地下水所造成的地層下陷。其所受到的影響

將與海平面上升的危害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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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所產生火山灰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將產

生不利的影響。在臺灣數十年來還未曾發生因火山

爆發所產生的危害，但近年來在印尼等地都發生大

規模的火山噴發，對於方圓數公里之內的建築都將

產生影響。火山爆發的火山灰夾雜著不利於保存文

化資產的空氣，如果透過空氣濾清的裝置將可以減

低其危害。 

孫洪魯、黃麗華（2011，頁 41-42）在「重大自然

災害后受損檔案的搶救與預防技術」一文中，提出

檔案受損程度分為三類：（1）受潮的檔案；（2）被

水淹、浸泡過的檔案；（3）受災後已生霉、生蟲的

檔案三類，並提出可採用真空乾燥的技術加以處理

受損的檔案。 

自然災害對文化資產所產生的危害之評估 
與風險管理 

上文中提及自然災害的種類及其對文化資產將產

生的危害，為避免文化資產保存單位可能遭受自然的

災害，有必要預先評估自然災害對文化資產所產生的

危害。作法首先是評估文化資產可能遭受危害的嚴重

程度以及其發生的機率；其次再以風險管理的角度評

估文化資產可能遭受的自然災害，分述於下： 

（一） 評估文化資產遭受自然災害的 
嚴重程度與機率 

在評估文化資產可能遭受到自然災害的危害時，

有兩項因素很重要：可能會發生自然災害的機率與

其嚴重的程度。在兩項因素中，嚴重程度可以採用

1 到 5 來表示，如表 2 所示： 

 
表 2 自然災害的嚴重程度表示 

程度 意義 

1 表示毀滅性損害、資產受損或商業活動中斷金額超過 5,000 萬美元。 

2 表示嚴重受損，涉及醫院收容與民眾的撤離，或商業活動中斷金額介於超過 1 百萬美元與

低於 5,000 萬美元之間。 

3 表示資產損失介於 5 萬與 1 百萬美元之間。 

4 表示輕微受損，污染限於某一地區，損失介於 1 千與 5 萬美元之間。 

5 表示很輕微的損害，如火災已受到手持式滅火器控制。 

資料來源： Taboroff, J. (2000). Cultural heritage and natural disasters: Incentives for risk management and 
mitigation. In Kreimer, A. & Arnold, M(Eds.), Managing disaster risk in emerging economies(pp. 
74-75).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另一項因素是發生的機率，此項也可以採用 1 到 5 來表示，如表 3 所示： 

 
表 3 可能會發生自然災害的機率表示 

程度 意義 
1 每年發生一次：表示機率很高。 
2 每 10 年發生一次：表示機率是適當的。 
3 每 100 年發生一次：表示機率是中等的。 
4 每 1,000 年發生一次：表示機率是低的。 
5 每百萬年發生一次：表示機率是很低。 

資料來源： Taboroff, J. (2000). Cultural heritage and natural disasters: Incentives for risk management and 
mitigation. In Kreimer, A. & Arnold, M (Eds.), Managing disaster risk in emerging economies (pp. 
74-75).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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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的典藏單位可以依據上述估文化資產遭

受危害的嚴重程度與機率，自行評估，並做成書面

的報告。 

（二） 文化資產的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是有關接受或控制

風險所實施之決策的過程，通常是基於成本效益的

分析。風險可以經由採用科技、流程或替代的方案

予以控制。對於文化資產而言，自從二次世界大戰

後，博物館或是其他擁有高度文化價值的處所，大

都有緊急規劃的需求（Taboroff, 2000, pp.75）。文化

資產在進行危機預防時，其基本原則除整合文化資

產於現行政府的災害管理計畫中，更使用預防的措

施，以促進或維持文化資產在遭受自然災害時或之

後，尚能存續或將其有意義的訊息予以保存下來

（Word Bank, 2008）。運用危機管理於文化資產的維

護，主要需先行考慮「先行辨識所有文化資產可能

面臨的危機」、「評估每一項危機的規模與等級」、「辨

識可能減緩危機的策略」及「評估每一項策略的成

本效益」等四項議題（Word Bank, 2008）。 

進行風險管理的首要工作是做風險評估，風險評估

需針對潛在的危險先予以辨識，對於可能產生危害的

來源予以辨識與描述。危險辨識後，接下來是進行風

險評估，計算其或然率及其將產生的後果。其後，整

合上游資訊，用以描述危險及其可能產生的後果。針

對所提出的危險因素，將採用的重要技術，再進行選

擇方案的分析，考慮到控制的需求，以及方案的選

擇。接下來是實施選擇方案，再進行監控，以評估所

選擇方案之效率，詳見圖 1（Ball & Walt, 2001）。

 

 

 

 

 

 

 

 

 

 

 

 

 

圖 1 風險管理過程中的風險評估 
 

資料來源： Ball, D. & Walt, J. （2001）. Risk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heritage: ARIADNE Workshop, ARIADNE 
4 – Vulnerability of cultural heritage to hazards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Prage, 18-24 August 2001. 
Retrieved from http://www.arcchip.cz/w04/w04_ba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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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自然災害受損文化資產
救援案例 
自然災害對於文化資產大規模的侵襲已是世界各

國所重視之議題，並各自針對災害的防範與災後的

救援有所策略與規劃。以下即列舉美國、英國、中

國大陸、臺灣及世界銀行等國家及國際團體所進行

文化救援案例及文化救援原則進行介紹，以為後續

研究之參考。 

美國 

2010 年 1 月 12 日海地（Haiti）發生芮氏 7.0 大地

震，位於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大多數建築均在地震中

遭到損毀，包括該國的總統府、大教堂、醫院等建

築物。美國的公私單位集合資源以協助該國的藝術

單位從地震後復原的工作。2010 年夏天，美國的文

化救援團隊在海地成立一個維護中心（Conservation 

Center），此團隊係由美國的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所領導，但經費則來自於公私立單位與個人的贊

助。在此維護中心，美國的維護專家已開始著手於

受地震影響的上千件藝術作品的修護工作（Swanson, 

2010）。 

捷克 

2002 年 8 月 7 日，捷克北部地區發生歷史上罕見

的大洪水，其所造成捷克境內一些古建築嚴重破

壞，南波希米亞地區著名的歷史文化遺產「捷克克

魯姆洛夫」亦遭受嚴重破壞。為搶救受損文化資產，

捷克政府因無足夠之救援人材，遂向聯合國請求支

援，委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助進行文化資產修復

工作（新華網，2002）。 

中國大陸 

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國四川省汶川縣發生芮氏

規模 8 的強震，該地震對於中國造成極大的經濟損

失和人員傷亡，對於文化資產的破壞更是嚴重。據

統計，僅成都、綿陽、阿壩、德陽四個地區的 39 個

縣、市，就有 1 處世界文化遺產（四川大熊貓棲息

地）、49 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還有大量藏羌

碉樓，已被列入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預備名單。各

級文物保護單位共 958 處，都在地震時遭到一定損

害（人民網，2008）。為搶救汶川地區因地震破壞而

損毀之文化資產，大陸官方更擬訂「四川汶川地震

災後文物搶救保護工程管理辦法」共 24 條，說明救

援依據、目標、原則、方式、領導小組負責工作內

容、專家負責工作內容、辦公室負責工作內容、施

工單位條件及罰則等，使汶川地震災後文化資產救

援得以有所依據與規範，不致使整體救援行動成為

無頭蒼蠅，發揮救援最大效用。 

臺灣 

1999 年 9 月 21 日，臺灣南投縣的集集鎮發生芮

氏規模 7.3 的強震，其所造成嚴重傷害不僅止於該

地區民眾生命財產，更擴及臺灣中部地區文化資產

及相關文化設施的破壞。為搶救 921 大地震所帶來

的文化資產浩劫，財團法人樂山文教基金會召集專

家學者，並主持「921 震災後文化資產緊急處理會

議」，以針對古蹟之處理原則、引入國際團隊支援、

建立緊急通報體系廣納建言，並成立「921 文化資

產救援行動聯盟」，經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與內政

部勘查，擬具計畫陳核行政院將文化資產納入重建

要項（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2011）。 

針對 921 大地震所帶來的文化資產破壞，國家文

化藝術基金會亦成立「921 文化重建」專案，以企

業贊助協助災區參與救援及提供文化重建專案補

助，包括各地方文化團體與全國性文化團體進入災

區，進行「口述歷史」文字紀錄、文字及影像紀錄、

藝文空間之規劃與重生、設立「藝文教室」，以及協

助災民在生活文化面之演出、出版與交流（財團法

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2011）。 

世界銀行 

世界銀行（World Bank）（Jha et al., 2010, p.173）

在《安全住家、堅強的社群：自然災害後重建手冊》

（Safer homes, stronger communities: Handbook for 

reconstructing after natural disasters）一文中，針對「文

化資產維護」（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提出指

導性原則，包括：（1）文化資產維護不但可以協助

一個社群保護其具有經濟價值的實體資產，而且可

以保存其實施、歷史與環境，以及具有持續性與辨

識性意義；（2）文化資產在自然災害發生後，可能

遭受比自然災害更嚴重的危機，因而必須迅速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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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3）當地已建置的文化資產係提供某一社會

在調適其社會與環境挑戰的記錄，包括極端的事

件，例如過去曾發生過的災難。這些保存下來的記

錄可以提供在設計新的建築時減少受損的策略參

考；（4）社群應決定那些文化資產應優先保存，應

考慮文化與生活的意涵，雖然要達成共識是很困難

的事；（5）文化資產維護計畫最好是在災難發生之

前已經擬訂，如果未能於災難發生前擬訂，文化資

產主管單位應能結合專家之力，發展有效的災後文

化資產維護策略；（6）由於當地的文化資產有時也

足以代表當地氣候的情況，在當地社區環繞之下，

可以成為當地文化資產的安全避難所。 

世界銀行（World Bank, 2008）歸納國際間各國對

於文化資產所採取的經驗，則包含：（1）文化資產

面對危機的有效預防措施是事前的規劃與準備工

作；（2）文化資產的事前規劃應包括整體的文化資

產，以及整體考量建築、結構及其相關的內容與景

觀；（3）事前針對文化資產可能遭受災害預先規劃，

且應整併入整體的災害預防策略中。（灑水系統對於

維護專家而言，並不受歡迎，但對於整體館藏的保

存仍很重要）；（4）準備需求應考慮到文化資產的建

築，儘可能降低對文化資產的價值所產生的影響。

（應用防水塗料在建築的基礎，以減低濕氣的程

度，以取代除濕機）；（5）文化資產的意義屬性及其

對災害反應的歷史都應清楚的予以記載，以做為適

當的災害規劃、反應與恢復的基礎。（在義大利成功

的使用危機對映（Risk Mapping）機制）；（6）歷史

資產維護計畫應與文化資產危機觀點兩者予以整

合；（7）文化資產管理者與使用者兩者都應直接參

與緊急回應計畫；（8）在緊急事件發生時，文化資

產的安全應最優先考慮；（9）在災害發生後，任何

努力都應嘗試以確保已遭受損害的文化資產在結構

與特質方面予以保存與修護。（整合維護專家在各方

面的危機管理，包括恢復在內）；（10）維護的原則

應整合到各個災害規劃、反應與恢復的層面。 

 

日本文化典藏單位針對311大地震 
所進行的文化救援行動 
日本位處歐亞板塊、菲律賓海板塊、太平洋板塊

和北美洲板塊交界，並同時處於環太平洋造山帶、

火山帶、地震帶之上，加上海洋及地形季候的影響，

因此日本國內地震、豪雪、焚風、颱風等自然災害

頻傳，其中尤以地震對日本的影響最大。截至目前

為止，世界芮氏規模 6 級以上的震央有二成以上發

生於日本，且其發生地震所釋放能量總量就佔到全

球地震釋放能量的 10%，震災對日本國土影響之大

可見一斑（COE, 2011）。 

因此，日本對於防災與災後救援的重視高出其他

國家，相關法規的研擬與制定及相關單位的設立與

工作分配，相較其他國家也都較為完善。此次日本

311 大地震更藉助於先前天災的經驗，其影響不僅

讓世人再一次意識到自然災害的嚴重性，更令人驚

訝於日本及其國人對於防災與災後救援的完善。針

對日本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及其他相關單位在

311 大地震所採取的文化救援行動進行整理，以作

為我國未來政策參考之依據，分述於下： 

311 大地震日本文化資產受災情形 

2011 年 3 月 11 日 14 時 46 分，日本宮城縣首府仙

台市以東的太平洋海域外海發生規模 9.0 地震，震源

深度測得數據為 24.4 公里，並引發最高 10 米的海

嘯。此次地震對日本本土危害嚴重，不僅為日本有觀

測紀錄以來規模最大的地震，其所引起的海嘯、火災

和核輻射等「複合式」災難形式，更造成日本東北地

區大規模地癱瘓與損毀（騰訊新聞，2011）。 

在文化典藏單位的損害部分，因地震和海嘯的侵

襲，致使日本東北沿岸地區文化設施機構嚴重受

損。依據 saveMLAK 網站上所統計資料，日本文化

典藏單位在 311 大地震所造成損失，圖書館有 202

所、檔案館有 25 所、博物館及美術館有 147 所，其

他類型文典藏單位則有 34 所（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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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11 大地震日本各類型文化典藏單位受災數量（saveMLAK，2011） 

單位類型 受災單位數量（所） 受災資料數量（件） 

博物館、美術館 147 5342 

圖書館 202 1342 

檔案館 25 150 

公民館 34 5190 

相關文化設施 0 13 

資料來源： saveMLAK（2011）。saveMLAK について。檢自：http://savemlak.jp/wiki/saveMLAK:saveMLAK
について。 

 

阪神大地震所獲取得救援經驗 

日本開始正視防災的重要性，係自 1995 年所發生

的阪神大地震開始。1995 年 1 月 17 日，日本淡路

島北部明石海峽海域發生地震規模 7 級以上的大地

震，其所造成大規模損害，致使上千人死亡及重要

文化資產遭到破壞。此次震災使得日本官方及民眾

開始正視地震預測、預防及救援的規劃，日本 311

大地震所進行的救援行動也都建立在阪神大地震的

改革基礎上。 

而在文化資產救援部分，阪神大地震發生的第二

天即開始進行文化資產的救援工作，包括各地災情

回報、文化廳派遣官員七人駐現場調查、NGO「文

化遺產救援隊」組成（參見圖 2）、文化廳召集各單

位組成「阪神、淡路大震災被災文化財等救援委員

會」、「文化財的災害保護」研討會開辦等，並針對

「文化財建造物的破壞與復舊」、「阪神大地震對文

化財的緊急救援活動」、「救援委員會在賑災中的活

動」、「北淡町歷史民俗資料館在震災中的因應對策」

進行探討（閻亞寧，1999）。 

 

  

圖 2 阪神大地震救災行動 

資料來源：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2009 年 08 月 09 日）。阪神大震災からはじまった被災文化財の支援「歴史と

文化を救う」，頁 5。檢自：http://www.minpaku.ac.jp/museum/exhibition/rekishitobunka/rekishi_leaflet.pdf 

 

日本在阪神大地震擬定許多相關應變原則、法規

及確定災難來臨時搶救之目標對象，做出許多重要

措施，以為日後遇到相關災害時之依循（閻亞寧，

1999）： 

（一） 文化資產災變的緊急處理原則 

日本在阪神大地震所擬定文化資產災變的緊急處

理原則，包括「對象應包括指定與未指定的文化資

產」、「每項文化資產應有長期駐在員負責觀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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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文化資產緊急連絡網路」、「對專業人員應有編

組訓練」、「搶救的器材設備應在平時儲備」、「救援

的通路應予規劃並保持暢通」等項處理原則。 

（二） 文化資產搶救對象與人員 

在文化資產搶救對象及人員部分，日本在阪神大

地震後，文化資產搶救對象包括美術館（展品防震

措施，緊急疏散處理網路）、文化資產建造物（含指

定與未指定文化資產的緊急處理）及考古遺址（遺

址本體與地上構造物）等，且規劃人員與設備的使

用及動員訓練，及消防系統的建立等，以針對災難

來臨時即時的反應與救援行動。 

（三） 修（訂）定相關法規 

日本在阪神大地震後修訂相關法規，包括 1996.5

修訂之《文化廳防災業務計畫》、1997.3 訂定之《神

戶市文化財保護及文化環境保全條例》及 1997.6 訂

定之《文化財防災手冊》三者，涵蓋內容包括針對

神戶地區文化資產的認定、維護與相關罰則等進行

規範，及針對災害來臨時之突發事件的對應方法及

受災藏品的緊急處置方式。如遇到災害時的原則、

疏散、建物與環境的安定方式、記錄、修復與保存、

受災狀況審查、搶救的優先判定、歷史建築物等，

及基本的救出方式、緊急處理的用語集、各種媒材

受災時的緊急處置方式。 

阪神大地震重創日本文化設施與文化資產，使得

日本官方開始重視相關政策之修改，對於日本日後

防災改革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311 大地震後日本各類型文化典藏單位 
所進行之文化救援行動 

311 大地震所造成日本東北地區文化典藏單位受

災嚴重，不僅是硬體設施的破壞，文化資產及相關

設施更是嚴重受損，也致使全國文化典藏單位逕自

發起救援行動。其目標除協助受災地區文化典藏單

位恢復營運外，更提供私人團體、公司行號及個人

對於受損資料修復的諮詢。以下針對日本文化典藏

單位及文化相關組織、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在此次

311 大地震所進行系統性地救援行動進行介紹，以

為我國相關單位參考。 

（一） 日本文化廳制訂「東北地方太平洋地

震文化資產救援事業實施要項」 

日本文化廳為針對受災地區文化資產救援，以短期

任務編組的方式，縱向、橫向連結各層級機關、法人

及民間團體，包括國立文化資產相關機構、文化資產

及美術相關團體、受災地區教育委員會、公益財團法

人、受災文化救援委員會等，緊急動員中央與地方的

文化相關機構，成立受災文化財救援委員會，以避免

重要資產散佚；並於地震發生兩星期後，正式公布日

本「東北地方太平洋地震文化資產救援事業實施要

項」。該要項分為六個章節，包括救援行動之目的、

內容、救援對象、進行方式、進行時間及其他事項，

以針對因此次地震而受損之考古資料、古文書、珍貴

典籍、書畫、工藝品、雕刻、繪畫、歷史資料等有形

文化資產進行修復救援行動。救援目標除受災地區博

物館、美術館、資料館等，更擴及神社寺廟及個人；

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為期

一年，直接在受災地成立救援單位，並派遣相關專業

人員協助將文物等送到相關機構進行緊急保護（文化

廳，2011），詳見圖 3。 

（二） 東京文書救援隊 

由於與文化廳隸屬不同，所以日本圖書館與檔案館

體系並非完全整合於「東北地方太平洋地震文化資產

救援事業」中。為了協助此次 311 受災紙質文獻修

復，圖書館與檔案館等以典藏紙質文化資產為主的典

藏單位組成了一個短期任務編組的組織 - 東京文書

救援隊（自 2011 年 5 月 10 日至 2012 年 5 月底結束）。

該救援隊的組成人員以圖書館及檔案館紙質文獻保

存從業人員為主，如原國立國會圖書館副館長安江明

夫、東京學藝大學文化資產領域講師木部徹等，期待

以其既往之修復經驗、設備等基礎來幫助受災地區重

要文獻，如珍貴的文書、記錄、書籍、照片等受損資

料的修復。東京文書救援隊代表安江明夫即於其任職

時提出「拯救我們的文獻！拯救我們的歷史！」（Save 

our documents! Save our history!）的口號，該組織任

務與使命可見一斑（東京文書救援隊，2011a）。 

東京文書救援隊救援目標主要以紙質類文獻為

主，包括單張文件（海報、報紙、地圖、繪圖、書

信、明信片、獎狀、紙類等）、書籍資料、文件檔案、

和裝本、漢籍、小冊子、雜誌、洋裝書籍及印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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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上的照片等項目。其救援處理流程包括「請求救

援（如使用電子郵件等）」、「前往救援人員與資料確

認，並進行工作派任」、「救援現場必要材料的採購，

及作業範圍與工作人員的確認」及「設備遷入與委

託者訓練，並開始進行救援」等幾個步驟（東京文

書救援隊，2011b）。 
 

 

圖 3 日本文化廳東北地方太平洋地震文化資產救援事業實施流程 

 

資料來源： 文化廳（2011 年 03 月 31 日）。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被災文化財等救援事業（文化財レスキュー事業）

について。檢自：http://www.bunka.go.jp/bunkazai/tohokujishin_kanren/pdf/bunkazai_rescue_jigyo.pdf 

 

（三） saveMLAK 計畫（博物館、美術館、

圖書館、文書館、公民館受災及救援

情報計畫） 

除文化廳與圖書館及檔案館所發起救援計畫外，

在文化資產受災資訊整合部分，日本文化典藏工作

人 員 逕 自 發 起 saveMLAK 計 畫 （ saveMLAK 

Project），以第一時間收集受災地區文化資產與文化

典藏單位受災情形。saveMLAK 計畫是一個由日本

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及公民館的工作人員及贊

助者所發起的組織，以博物館、美術館（M）、圖書

館（L）、檔案館（A）及公民館（K）的縮寫作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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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名稱，其目的在建立博物館、圖書館、文書館、

公民館受災及救援情報合作平台 saveMLAK，以集

結災區受災資訊及救援需求，提供相關單位及人員

參考。 saveMLAK 整體架構包含 savemuseum、

savelibrary、savearchives 及 savekominkan 四個獨立

的合作平台，於地震發生第二日即以 WIKI 的技術

建立系統蒐集相關受災資訊。任何人都可以提供資

訊，尤其希望是住在或前往災區的博物館、圖書館、

檔案館及公民館從業人員，主要進行救援行動可歸

納為「建立資訊交流協作平台」、「資訊彙整與提

供」、「災害紀錄與典藏」等項，並於 2011 年 4 月 7

日將各系統彙集於 saveMLAK，行動之迅速令人咋

舌（saveMLAK，2011）。 

（四） 文化典藏單位 

日本文化典藏單位除加入上述日本文化廳、東京

文書救援隊及 saveMLAK 等整合型文化救援行動

外，各單位亦獨立提供相關服務，以協助 311 大地

震受災區域文化資產修復與保存行動。日本國立公

文書館針對 311 大地震所進行救援行動，主要以協

助各受災地區泡水資料的修復為主及接受諮詢，並

製作紙質文件泡水時的應變流程及處理影片，以作

為受災地區民眾及各機關處理受災資料時之參考。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則為協助 311 大地震災區，特

於官網首頁刊登「東日本大震災復興支援」，其提供

之救援行動包括書籍提供、諮詢服務、資訊整理及

書目匯集與協助受災地區圖書館重建（ 会図国立国

書館，2011）。 

國立國會圖書館免費提供受災地區相關文獻資訊

及資訊服務，包括救出、修復等手冊與圖書資料，

此項服務對象包括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機構、醫療

機構、企業、志工團體等，及茨城、千葉、青森、

岩手、宮城、福島等區域之受災個人。此外，國立

國會圖書館更擴大招募志願回應團，以服務受災地

區民眾提供諮詢服務。而在資訊整理及書目匯集部

分，國立國會圖書館在其官方網站上，針對震災製

作各主題資料，將國立國會圖書館所建置網站內容

匯 集 一 處 ， 如 「 圖 書 館 相 關 情 報 平 台 」

（http://current.ndl.go.jp/）及「協同參考資料庫」

（http://crd.ndl.go.jp/jp/library/20110311.html），專注

於地震相關資訊的收集；內容包括受災資料的救援

與處理、各地圖書資料的受災情形，及原子、醫療、

當前情勢、財政、事件發生與動向、兒童閱讀等，

並將外部機關震災相關連結匯集，包括健康諮詢情

報、相關圖書館網站、中央及地方公共團體及民間

團體網站連結等，以提供民眾參考。 

（五） 常設性的文化救援與保存的非營利

團隊 

日本各地方文化資產救援志願團隊及文化廳所指

導救援計畫下的組織皆戮力於受災地區救援作業，

包括歷史資料網（歴史資料ネットワーク）、NPO 法人

宮城歷史資料保全網（NPO 法人宮城歴史資料保全

ネットワーク）、山形文化遺產防災網（ 產山形文化遺

防災ネットワーク）、福島歷史資料保存網（ふくしま歴

史資料保存ネットワーク）、首都圈地域資料資訊網

（首都圏地域資料情報ネットワーク）、千葉縣文化財

救濟網（千葉県文化財救済ネットワーク 歴）、新潟 史

資料救濟網（新潟歴史資料救済ネットワーク）、福井

史料網（福井史料ネットワーク）、岡山史料網（岡山

史料ネット）、廣島歷史資料網（広島歴史資料ネット

ワーク）、山陰歷史資料網（山陰歴史資料ネットワー

ク）、山口資料網（資料ネットやまぐち）、芸予地震

受災資料救援網（芸予地震被災資料救出ネットワ－

ク愛媛）、宮崎歷史資料網（宮崎歴史資料ネットワー

ク）等。自 1995 年阪神大地震的經驗，日本各地方

即開始重視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與防災，並建立

常備式的團隊，以長期觀察文化資產狀況及建立文

化資產緊急連絡網路。各團隊亦定時針對專業人員

進行分組訓練及設備的維護，其目的與任務主要為

受災地區史料的整理與調查、當地住民與地方政府

地域歷史合作研究、受災地區歷史文獻的保存與維

護、災害策略的研擬及組織營運，並支援災區歷史

的重建與防範大規模自然災害對文化資產的衝擊

等。各地方文化資產救援志願團隊成員包括維護機

構的工作人員與學校研究生、青年和教師，及志願

組織與地方文史的研究者等。 

綜合分析 

綜上所述，日本文化典藏單位雖然在行政的隸屬

各自不同，但在災後受災文化資產救援及文化設施

援助卻同樣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紙質文獻的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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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圖書館及檔案館等平時即具有紙質文獻保存

與維護的單位為主要提供救援者，而在廣泛的實體

文物、建築、遺蹟、生態等文化資產部分，則以文

化廳所主導救援行動為主，分配適合單位進行救援

處理。日本文化典藏單位在此次 311 大地震發生後

所進行的文化救援服務與功能可歸納為：1.建立資

訊交流協作平台；2.資訊及文獻彙整、提供與諮詢；

3.災害紀錄與典藏；4.文化資產修復與緊急處理；5.

協助文化設施重建；6.文化資產救援教育提供；7.

救援人材聚集與救援人員招募等。此外，日本各地

方常備式的文化救援團體的體制對於此次 311 大地

震所進行之救援行動而言亦格外重要，其所建立資

訊交換網絡及常備之救援器具，對於此次文化救援

行動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結語與建議 

結語 

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害在近年來已愈趨嚴重，本

文主要針對日本在 2011 年 3 月間所發生的大地震，

探討該國的文化典藏單位所扮演的文化救援角色。

日本在大地震所採取之文化救援策略，以及文化典

藏單位在面臨自然災害時所扮演的文化救援角色，

可作為我國相關單位日後在擬訂相關政策時參考。 

所謂「未雨綢繆」，以日本所發生史上規模最大的

地震，該國的文化典藏單位如何發揮團隊的精神，

可以供世界各國參考。除了日本的經驗之外，世界

各國對於搶救因自然災害受損的文化資產亦有各種

案例，可資參考。本文列舉美國、捷克、中國大陸、

我國及世界銀行等國（單位）的經驗。因此，我國

實有必要針對自然災害所帶來的文化資產損害進行

災前防範與危機處理之探討，並研擬及檢討相關對

應策略和舉辦演習訓練，以落實文化資產風險管理。 

建議 

針對美國、捷克、中國大陸、我國及世界銀行等

國（單位）對於搶救因自然災害受損的文化資產的

經驗，以及日本文化典藏單位在自然災害發生時所

扮演的文化救援角色，提出下列六項建議： 

（一） 建立全國重要文化資產目錄 

為了有效評估全國文化資產面對自然災害可能造

成的危害，以及可能面對的風險及因應對策，建議

我國需建立全國文化重要資產目錄。在建立全國重

要文化資產目錄方面，將分為：1.核心資料標準（Core 

Data Standards）；2.結合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簡稱 GIS）。由於 GIS 的資料

庫將提供那些地點可能遭受自然的災害，如：洪水、

地震、火山爆發、海嘯等自然災害（Taboroff, 2000, 

pp.75-76）。 

（二） 擬訂重大自然災害文化救援辦法及

細則 

為預防於未然，建議我國文化主管單位需事先擬訂

在重大自然災害發生時，文化救援相關辦法及其細

則，包括緊急救援之目標、方式、短期任務編組之組

成及其工作內容；詳細說明應如何記錄與回報文化資

產受損狀況及採取之應對原則等。此項辦法與細則建

議由文建會（2012 年將改為文化部）負責此項工作，

由該會統整與協調跨部會之間的聯繫工作。 

（三） 平時進行文化資產的自然災害救援

演練 

針對上述之重大自然災害文化救援辦法及細則，

其中有關文化救援的短期任務編組，平時由主管機

關進行各種重大自然災害的救援演練；例如：地震、

海嘯、火災、水災、風災、火山爆發等各種災害可

能造成的損害進行演練。 

（四） 運用風險管理於文化資產的維護 

本文中提及文化資產保管單位可以運用風險管理

於文化資產的維護。風險管理需運用到風險評估，

在本文表 2 與表 3 提及，自然災害的嚴重程度與可

能發生自然災害的機率，這兩項指標可以應用於風

險評估的過程中。在評估可能的風險後，將選擇可

行的方案，以及實施與監控，參見圖 1。風險管理

的觀念係防範於未然，文化資產的管理單位，如：

圖書館、博物館與檔案館等單位，都可以運用此項

方法於文化資產的維護。世界銀行針對世界各國對

於文化資產維護的經驗，在上文中提及共有 10 項，

亦可供借鑑。 

（五） 建立文化資產的異地備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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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完整保存一份我國重要的文化資產，除了實體

保存之外，目前已普遍採用的數位化技術亦可考慮

採用，可間接保存重要文化資產的資訊內容。國內

近十年來重要的文化資產大都已實施數位化掃描與

建檔，如：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中研院

近史所、中研院史語所、國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臺大圖書館等單位的重要館藏大都已完成數位

化工作。如能將上述單位已完成數位化的影像檔案

分別儲存於多處不同的地點，做異地備援；將可分

散自然災害所產生的風險，並為我國重要文化資產

保存一份（或多份）資訊內容。 

（六） 培育文化救援人才與建置人才庫 

重大自然災害後的重建工作需要專業機構與專業

人才的投入，而且需耗費龐大的時間、人力與經費。

在文化救援的專業人才方面，有賴平時的培養與建

置人才庫。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平時在文

化救援的人才方面即需予以重視與培育。國內圖書

館界、檔案界與博物館界的大學相關的系所，以及

這三者的實務界都是培育這方面人才的適當單位。

其次，專業人才庫的建置也是必要的工作，在自然

災害的防治、重大災害的搶救、水損文物的處理、

地震後文物搶救、火山爆發後的文物搶救等，各方

面的專業人才都需先行建檔，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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