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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美國開國先賢麥迪遜曾經表示，「政府若沒有人民的資訊，或是沒有運用

工具去取得該資訊，將是一場悲劇或笑劇，或是兩種戲碼兼具的序曲，知識

將永遠統治無知。人民若要當他們自己的統治者，就必須具備知識所賦予他

們的力量。」(註1)這句話用在檔案之上，更顯得重要。這是因為檔案管理之

形式價值，雖在於保存，但其真正的價值與功能，則在開放應用，不但給予

民眾一個取得資訊的工具，也讓因此具備知識所給予的力量(註2)。如果檔案

只為了典藏，而不是提供應用，所貯存的檔案充其量只能說是「廢紙堆」。如

能使用「廢紙堆」提供應用，並進而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將使其成為發光、

發熱的「活史料」。檔案的應用即是促使「廢紙堆」成為「活史料」的催化劑

(註3) 。 

然而根據檔案管理局2002年7月所出版的《檔案顧客服務白皮書》中指出

：「檔案顧客服務的困境之一，在於社會大眾對檔案應用的認識不足，檔案未

被充分運用；一般民眾對檔案應用普遍缺乏認識，致應用動機不強，由於檔

案提供應用之次數偏低，導致檔案資訊不被充分運用，無法彰顯功能。」(

註4)。在2005年5月出版的《檔案顧客服務白皮書(民國94年至97年)》中則又

指出：「檔案具有推展教育文化、提供施政決策及傳播訊息等社會功能。檔案

社會功能應透過應用教育及推廣活動彰顯，並激發民眾應用檔案的動機，進

而培養民眾檔案資訊的素養。」(註5)由上述的文獻資料中可得知，為提昇檔

案質量與應用效能，以及促成全國檔案資訊流通與應用的成果，將民眾應用

檔案的環境更趨於完備，必須運用一些推廣策略，辦理各項推廣活動，向民

眾宣揚與推廣檔案意識，就如同營利組織運用各種行銷策略，將「產品」推

銷出去。除此之外，也要思考如何藉由各種行銷管道並結合外部資源擴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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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層面，以期結合民眾生活需求與檔案具有關連性，讓更多民眾對檔案產

生興趣。因此，如何提昇國內檔案管理單位的檔案應用率，檔案推廣實為值

得探討與關注的議題。 

推廣(promotion)是行銷組合策略的項目之一，它是透過廣告、宣傳報導

、促銷活動及人員推銷，將「產品」推銷出去，讓社會大眾認識產品，進而

使用產品；對營利組織而言，這是產品(有形與無形)與利潤(金錢)的交換過

程，但對非營利機構來說，它與其服務對象之間所存在的交換關係，是它以

所創造出來的社會價值與需要這社會價值的人做交換。在這樣的交換關係中

，不限於只是有形體的產品與金錢價值的交換，也可以是以買賣雙方在此次

交換過程所能體會到的利益與代價來代表交易品(註6)。而檔案管理單位的基

本使命，是根據其館藏政策徵集有價值之檔案，加以整理、詮釋，並結合推

廣策略，主動積極向社會大眾廣為宣揚，以達到檔案應用的目的，不僅實現

其本身價值，同時創造更多的附加價值，進而造福人類。為此，檔案管理單

位可透過檔案推廣的策略及實際的活動項目，方能實現之重要途徑。 

以與檔案館功能相同的圖書館為例，《圖書館學辭典》中對推廣活動

(extension work)的解釋為：「圖書館向一些不熟悉圖書館的群眾組織主動提供

服務，叫作推廣活動。」(註7)而鄭恆雄教授在《圖書與圖書館利用法》中論

及推廣則係指：「圖書館的推廣服務是將書(知識)送到社會的每一個角落，使

人人都享有讀書的機會和便利，以提高文化的水準。」(註8)由這兩種定義可

以體認到，圖書館必須對社會大眾負起教育的責任，更解釋了圖書館的服務

之所以必須推廣的原因。因此，15世紀的歐洲、19世紀的美國等圖書館便開

始有了圖書館推廣活動，活動內容琳瑯滿目，多數活潑生動，且執行成效良

好，例如：1976年世界兒童讀書日、1995年11月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訂定每年

的4月23日為「世界書香與版權日」、1946年韓國有圖書館週的活動、1966年

英國第1屆圖書館週的口號為「找時間閱讀」，我國則於1970年訂每年的12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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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7日為圖書館週，(註9)藉由這些活動讓民眾共同參與，主要的目的是達

成推廣圖書館的各項服務功能，讓民眾體認到圖書館的社會功能。 

同樣與圖書館俱有增進人類知識及實踐社會功能之檔案館，自1789年7

月14日法國大革命半個月後，法國將國民議會檔案館改為國家檔案館，1794

年6月25日法國亦頒佈了世界第一個專門的檔案法，(註10)從此開啟了檔案可

提供民眾應用的序幕，檔案館為強化社會大眾對檔案的應用，充分發揮檔案

功能，自1960年開始有了檔案推廣的觀念。因此，國外檔案館對於檔案推廣

應用的活動已行之有年，其所採取之形式不只多元且深具意義，這些活動主

要有創辦報刊、公佈檔案史料、舉辦展覽、或配合社會各種重要活動與紀念

日，進行宣傳或出版文集、畫冊、舉行記者會或新聞發布、以及透過大眾媒

體宣傳檔案與檔案事業、利用檔案進行歷史課程教育、在國際文化交流中宣

傳介紹檔案工作等等。(註11)  

以英、美國為例，為有效推廣檔案應用，英國的檔案推廣活動則是以檔

案推廣月(Archive Awareness Month)的方式，在英國國家檔案委員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及國家檔案館((The National Archives)的支持及

推動下，於每年的10月至12月在英國各地推出相關的推廣活動；美國則是在

1991年俄亥俄州檔案人員學會(The Society of Ohio Archivists，SOA)及密西西

比州檔案人員學會(The Society of Mississippi Archivists，SMA)陸續於州境內

舉辦檔案週活動。1992年在美國檔案人員學會(The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SAA)及國家歷史出版及文件委員會(The National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and Records Commission，NHPRC)的呼籲下，正式將每年的10

月定為檔案週活動。發展至今，美國全國各地的檔案週活動規劃，未必侷限

於一週內或固定的10月份辦理，活動形式朝向更多元的推廣活動設計。英美

兩國檔案週(月)的活動，主要是各地在一定期間內以密集的推廣活動，喚起

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檔案的關注，以達到推廣檔案應用的目的。(註12)  



 - 4 - 

本研究動機是針對檔案管理單位在檔案推廣方面作一探討與分析，因為

檔案是人類智慧資產累積的成果，可提供政府機關業務稽憑與績效展現、民

眾終身學習的資訊需求、也是典章法律制度的研究與維護、編修史料的考證

資料等，我國檔案事業雖然起步較晚，但為要有效提昇檔案應用的價值，在

檔案推廣策略上，倘若能對國外一些先進國家推廣活動的現況，以及瞭解目

前國內民眾對檔案認知與使用的程度，或者在檔案推廣上或民眾的應用上有

那些困境，進行深入的分析與探討，建構一套有效的機制和方法在檔案推廣

上，以提供我國檔案管理單位未來參考與修正的方向，如此一來才能積極向

社會大眾推廣檔案的應用，進而發揮檔案的功能與價值。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藉由文獻探討，一方面瞭解檔案推廣的定義，並分析檔案推廣之

類型範圍、與途徑，另著重探討我國與美國、英國、加拿大、新加坡以及中

國大陸等五個國家，有關國家檔案館在檔案應用推廣活動之施行現況，希望

能利用其成功個案的經驗，普遍提昇我國民眾對檔案的認識，進而達到檔案

充分的應用，本研究的目的有四項，分述如下： 

一、藉由文獻探討，瞭解檔案推廣之定義、範圍與途徑、以及網路推廣的特

性與類型。 

二、探討美國、英國、加拿大、新加坡以及中國大陸等五個國家的國家檔案

館，有關檔案推廣活動之各種類型與內涵，並作為國內的參考。 

三、探討我國檔案管理單位檔案推廣之現況。 

四、瞭解我國民眾對參與檔案推廣之需求、效益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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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藉由探討檔案推廣的理論，以及對美國、英國、加拿大、新

加坡以及中國大陸等五國的國家檔案館檔案推廣活動的現況，介紹各種檔案

推廣活動的型式，並瞭解我國社會大眾參與檔案推廣的現況及經驗與心得，

最後加以歸納整理、分析後，提出建構我國檔案推廣之機制與方法，以提供

我國辦理檔案推廣業務之參考，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有下列幾項：  

一、國內檔案管理單位之檔案推廣的前置規劃如何?  

二、國內檔案管理單位之檔案推廣的項目及宣傳工具為何? 

三、國內檔案管理單位之檔案推廣的執行成效為何? 

四、國內檔案管理單位之檔案推廣所遭遇到的困境與解決為何? 

五、國內民眾參與檔案推廣的現況、以及收穫與期望為何？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檔案(Archives) 

    檔案是各政府機關、團體、個人在處理公務或事務的過程中所產生的不

同形式紀錄，運用科學化的管理程序，加以整理、分類、立案、編目、典藏

及應用；在歷經一段時間後，經過鑑定具長久保存價值之紀錄文獻；其具有

行政稽憑、法律信證等參考功能，亦可作為提供學者作為史料供證及學術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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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管理單位 

指機關內負責執行「檔案法」第七條所定點收、立案、編目、保管、檢

調、清理、安全維護及其他檔案管理作業等事項之專責單位。(註13)  

二、檔案應用(Public Access to Records) 

指民眾向各檔案管理機關或檔案館申請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其使用

目的為個人或關係人資料之查詢、學術研究、業務需要或新聞報導等。 

依「檔案法」之規定，民眾申請閱覽、抄錄或複製各機關檔案，應事先

以書面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始得應用。已移轉檔案管理局之國家檔案，僅需

備妥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即可現場申請應用。(註14)  

四、檔案推廣(Archival Promotion) 

檔案管理事業單位，為了達到檔案資源充分應用的目的，依據現有的服

務項目及場所，主動以告知、教育、說明及宣傳等方式，向社會大眾介紹及

溝通檔案的訊息，以影響民眾對檔案的瞭解，可使潛在的使用者轉變為實際

的使用者，由不認識檔案館轉而認識及應用檔案館，以達成應用檔案的行為

，進而發揮檔案的價值功能。 

五、檔案行銷(Archives Marketing) 

    係指組織與個人本於職業規範，規劃與執行有關檔案內容及訊息之提供

、訂價、通路與推廣之綜合性交換關係的活動，以期創造或滿足顧客價值，

並達成組織與個人的目標。(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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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註釋】 

註1 “A popular Government, without popular information, or the means of 

acquiring it, is but a Prologue to a Farce or a Tragedy; or, perhaps both. 

Knowledge will forever govern ignorance: And a people who mean to be 

their own Governors, must arm themselves with the power which 

knowledge gives. ”The Writings of James Madison 103(Gaillard Hunt 

ed.,1910), 轉 引 自 Jonathan Turley, Presidential Papers And Popular 

Government:The Conv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And Property In Claims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Presidential Records.88 Cornell L. 

Rev.651(2003)                 

註2  馮震宇，「檔案開放應用與公私法益的保護」，現代檔案管理研討會會議

實錄(台北市：檔案管理局，民93年11月)，頁289。 

註3  薛理桂，「推廣檔案應用服務的途徑」，檔案季刊創刊號(民90年12月)

，頁16。 

註4  檔案管理局，檔案顧客服務白皮書(台北巿：檔案管理局，民91年7月)

，頁9。 

註5  檔案管理局，檔案顧客服務白皮書:民國94年至97年(台北巿：檔案管理

局，民94年5月)，頁16。 

註6  Bigley, James D.著，左曼熹譯，「博物館行銷：背景與理論基礎」博物

館學季刊第2卷3期(民77年)，頁35-36。 

註7  楊若雲主編，圖書館學辭典(台北巿：五洲出版社，民73年)，頁125。 

註8  鄭恆雄，圖書與圖書館利用法(台北巿：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73

年)，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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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9  楊美華，「繞著地球跑」，公共圖書館行銷經營(台中巿：台中圖書館，

民94年11月)，頁180-182。 

註10 薛理桂，檔案學導論，初版(台北巿：漢美，民87年10月)，頁26。 

註11 陳士伯，檔案行銷學 (台北市：著者自印，民94年)，頁474。 

註12 林巧敏，「檔案週與推廣活動」，2006年海峽兩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流會

論文集 (台北市：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民95年10月)，頁39-41

。 

註13 檔案管理局，檔案管理名詞彙編（台北巿：檔案管理局，民91年6月）

，頁9。 

註14 同註13，頁75。 

註15 陳士伯，檔案行銷學 (台北巿：佳宣，民91年8月)，頁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