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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檔案推廣的意義與目的 

 
一、檔案推廣的意義 

    推廣(promotion)一般在實務應用上稱為促銷(sales promotion)它是任何

組織在經營過程中都不能忽視的工作。行銷大師Kotler(2002年)認為推廣是

企業為宣傳其產品之優點，以及說服顧客購買所進行的一種手段。推廣的工

具有廣告、銷售促進、公共關係與公共報導、人員銷售、直效行銷等五種。(

註1) 

劉玉琰作者其主編的《行銷學－理論與實務》書中對「推廣」所下的定

義為： 

推廣是組織的行銷組合因素，特別為產品巿場提供告知、說服及提醒與(

或)讓組織能銷售它，並希望能影響消費者的感覺、信念或行為(註2)。 

 

鄧勝梁、許紹李、張庚森等三位作者，則在其出版的《行銷管理理論與

策略》書中對「推廣」所下的定義為： 

推廣(promotion)，是指企業透過一定的方式向顧客傳遞訊息，並與顧客進

行訊息溝通，以達到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行為，促進企業產品銷售目

的行銷活動。(註3) 

 

由上述就行銷觀點而言，「推廣」係指所有試圖以告知、說服及提醒之方

式影響特定溝通對象之認知、態度或行為之行銷溝通活動。可見推廣活動的

本質就是溝通(communication)。而根據Webste‘s指出：溝通是將各種資訊、

想法、創意，藉由語言、文字、圖象與符號傳送或相互交流的過程。(註4)

溝通過程中最重要的發訊者(訊息來源) (source)、編碼(encoding)、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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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解碼(decoding)、收訊者(the receiver)、回饋(feedback)與干擾

(noise)等要素，如圖2-1所示。行銷人員為進行有效的溝通，首要瞭解目標

顧客之特性，將欲傳達之意念以收訊者(目標顧客)易於解碼的方式編碼，發

訊者(行銷人員)本身應具可信性，所製作的訊息必須具備有效的內容、結構

與格式，並透過合適的溝通管道傳達給收訊者，同時，發訊者應設法取得收

訊者的回饋，以衡量其溝通效果，並克服在溝通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干擾。(

註5)  

 

 

圖2-1：溝通過程之模式 

資料來源：王志剛、陳正男、陳麗秋編著，行銷學，再版(台北巿：國

立空中大學，民77年)，頁348。 

就檔案管理事業而言，檔案館的發展最初是由保存皇室有關檔案開始，

但並未提供民眾應用，直到1789年法國大革命之後，政府檔案館所保存的檔

案才開始供民眾應用，當時新成立的法國政府宣稱政府的檔案館是屬民眾的

資產，並開放提供一般民眾應用，其它西方國家的檔案館也相繼仿效。由於

一般民眾在檔案館應用檔案的過程中，往往因不熟悉館藏或不瞭解館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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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以致無法精確地查檢到所需要的檔案。因而，有賴於檔案管理人員的

協助，但是早期有關檔案應用的議題仍未獲得太多的重視。直到1960年代美

國資訊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Legislation)的推動，檔案應用的觀念

被廣為接受，為滿足民眾應用檔案的需求，於是才有推廣檔案應用的觀念。 

陳士伯學者對「檔案推廣」所下的定義為： 

檔案推廣係指檔案行銷部門試圖以告知、教育、說明等方式，影響人們

對檔案產品及服務的瞭解與應用，它有助於社會大眾對檔案事業的參與

及形象上之提昇。(註6) 

 

林巧敏學者則對「檔案推廣」所下的定義為： 

檔案推廣是檔案讀者服務的延伸，是將檔案館的服務場所、服務項目、

服務精神，向使用者及社會大眾宣導，使檔案館的服務由保守被動的作

法，邁向積極主動的新境界。(註7) 

 

「檔案推廣」相較於「檔案行銷」一詞，檔案行銷較為強調運用管理學

的行銷概念，推展檔案服務，根據《檔案行銷學》對於「檔案行銷」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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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換言之，檔案推廣與檔案行銷均是有系統的推

展檔案服務，檔案推廣偏重於對檔案館既有的服務內容以活動方式介紹給社

會大眾；但檔案行銷較偏重內部作業的檢視和規劃，將檔案館產品整體包裝

行銷給社會大眾。 

綜合以上所述，「檔案推廣」是檔案管理事業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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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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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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發揮應用檔案的功能。 

二、檔案推廣的目的 

檔案推廣主要的任務目的是宣傳檔案工作政策方針，普及檔案知識，鼓

勵參與檔案事業，交流檔案工作經驗，為社會提供檔案內容與訊息，以實現

檔案價值，發揮檔案功能。而檔案價值的實現在於應用，換言之，檔案應用

率的高低，影響檔案價值的實現程度。(註9) Dearstyne提出檔案管理人員必

須面對檔案資源未被充分應用的問題。傳統上，檔案人員對檔案應用的評量

，就是統計有多少檔案被應用，或者是統計某段時間有多少研究者曾打電話

詢問或到館查詢等，這些皆只是量的評估，而非瞭解檔案是否被適當的應用

，他提出許多國家檔案的維護與保存不良，加上不適當的編目整理等，造成

應用者無法取得檔案，以致檔案資源未被充分應用；此外，經費與人員的不

足、缺乏明確的徵集政策、儲存設施不良、檔案管理人員的專業知識不足、

不適當的檢索工具及未對外宣傳等，皆是影響檔案資源未被應用的因素。(

註10)張新菊亦認為民眾不知道檔案可應用、檔案館未能進行宣傳與推廣工作

、經費不足、檔案庫房與設備嚴重老化、館藏內容不豐富和檢索工具不完備

等皆是致使檔案應用率下降的根源。(註11) 

田炳珍從檔案本身影響檔案應用的因素，提出檔案形成過成中的被動性

和自然性、檔案訊息的分散性、檔案的內向性及檔案內容的真實性等皆會影

響檔案的應用。例如目前被認為無保存價值而日後可能會有應用價值的文件

，無法被保存形成檔案；或者是保存的檔案應用價值不大，前者造成所需的

檔案無法得到，而後者則徒增查尋應用檔案的困難。檔案的內向性表現在文

件形成者自已應用與檔案因機密不開放之兩項因素，因檔案並非無限制地向

所有人開放，其應用者和應用範圍在一定時期內總是有明確的限制。檔案應

用者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方便、快速、準確地獲得所需要的檔案，此即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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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檔案的內向性發生抵觸。此外，檔案內容的真實性可能受到政治或文件形

成客觀條件的限制等因素影響，所以檔案真實可靠並不意味著檔案內容一定

真實(註12)。 

嚴永官指出檔案應用率的高低取決於社會對檔案需求量的增長和館藏檔

案是否豐富，因此，改善檔案應用率可從三方面著手：(一)擴大接收與群眾

切身利益相關的檔案，如公證檔案、工商登記檔案、房屋土地權屬檔案；(

二)加快檔案和工作走向社會的步伐，讓社會各界人士瞭解檔案與其工作、學

習、生活的關係；(三) 充分發揮檔案的文化教育作用。(註13)  

綜合上述，進行檔案應用研究的深度和廣度、瞭解應用者需求的程度、

館藏檔案內容的豐富與否、檔案開放的程度、檔案分編與整理是否妥適、檢

索工具是否多樣化與完善、檔案館是否經常進行宣傳推廣工作、檔案庫房與

設備是否完善先進、檔案管理人員的主動性與專業知識等，皆會影響檔案的

應用。因此，為提昇檔案應用率，及培養民眾檔案的素養，檔案推廣實為當

前檔案管理單位積極推動的重點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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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檔案推廣的項目與途徑 
 

一、檔案推廣的項目 

世界各國檔案推廣所採行的項目呈多樣化，主要有創辦報刊、出版史籍

與史料、舉辦展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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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透過報刊、廣播、電視等社會新聞媒體介

紹宣傳檔案與檔案工作、公佈各種檔史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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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檔案推廣類型雖各有不同，但都在開放精神之原則下，透過法令、

法規或政策等形式予以確定。如日本規定檔案推廣工作，主要有閱覽、複製

、參考調查、借出與展覽等；俄羅斯規定檔案事業體須向國家各有關機關提

供答覆諮詢、對公民提供憑證、閱覽、展覽、利用電視、廣播等報導檔案全

宗之文件與內容。(註14) 

此外，一些國外檔案單位都把宣傳、出版等推廣工作視為開放檔案應用

之重要方法，如美國、法國等許多國家之檔案館設有宣傳出版機構，負責其

檔案展覽與陳列工作、舉辦講座或報告會、出版檔案史料或目錄、索引與發

行刊物等工作。中國大陸之國家檔案局則設有宣傳處，其主要職能為增強社

會檔案意識，發展專業服務。(註15)檔案推廣如果能藉由每年固定時間，將

有助於一般民眾對檔案有更深刻的印象。 

由以上檔案單位對檔案推廣的活動項目來看，檔案推廣的模組可分為直

接管道與間接管道兩大類型(如圖2-2)，前者是檔案推廣人員將檔案產品直接

傳遞予檔案顧客，即依檔案顧客之申請要求，提供檔案產品，一般而言，較

屬被動、個別式的提供，如調閱檔案、複製檔案等；而後者則是檔案推廣人

員間接向檔案顧客傳遞檔案產品，即藉由傳播媒介報導的方式，以達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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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提供之目的，故所涉及的範圍較大，人數亦較多，諸如網際網路等。此

兩種管道雖有不同之作用，且各有其適用範圍與優缺點，但目標都是一致的

，皆為達成傳送檔案產品之目的，以創造或滿足檔案顧客價值。因此，兩者

必須有效的彈性組合，才能增進檔案推廣工作的效益。(註16)  

 

 

 

圖2-2：檔案推廣組合 

資料來源：陳士伯，檔案行銷學(台北巿：佳宣，民91年8月)，頁27 

 

二、檔案推廣的途徑 

為了提昇社會大眾對於檔案之應用觀念，檔案管理單位應以主動的精神

，辦理相關檔案專題展覽、學術研討會以及網路推廣等，積極推動檔案之社

會意識推廣活動，宣傳檔案應用的方式與價值，使檔案能逐漸與民眾的生活

相結合，檔案的應用與閱覽能趨向普及化，甚而作為人民瞭解政府施政作為

的主要的媒介。(註17)因此，為了逹到檔案應用的目的，推廣檔案有多種途

徑，例如：Bruce W. Dearstyne 共提出六項推廣檔案使用的方法：(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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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更佳的追蹤研究使用的工具。 

(二)促進使用檔案的解釋與報告的流程。 

(三)促進研究使用。 

(四)強調使用是收集資料的一種途徑。 

(五)與使用者聯繫。 

(六)擴展參考服務概念。 

薛理桂教授則提出八項推廣檔案應用的方法：(註19) 

(一)充實檔案管理人員。 

(二)加強民眾的檔案素養。 

(三)推廣使用者教育。 

(四)提供便利的檢查工具。 

(五)提供檔案參考服務。 

(六)從事使用者研究。 

(七)加強公共關係。 

(八)舉辦檔案展覽。 

林巧敏、涂曉晴、邱玉鳳等三位學者對提昇檔案應用率的途徑提出九點

建議：(註20) 

(一)加強檔案應用與應用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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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擬訂檔案徵集政策。 

(三)充實館藏內容。 

(四)提昇檔案管理人員素質。 

(五)加強宣導館藏檔案的內容。 

(六)定期或不定期舉辦檔案展覽。 

(七)提供多元化且方便的檔案檢索工具。 

(八)採用先進的設施與設備。 

(九)編印檔案館服務手冊或檔案資料專輯與指南等。 

綜合以上諸位學者對推廣檔案應用的途徑，本研究另參酌陳士伯、楊美

華等諸位學者的論述，歸納出「建置檔案巡迴服務站」、「加強館際合作」

、「發行檔案紀念品」等十三項有關推廣檔案的途徑，茲分述如下： 

(一)充實檔案人員的專業能力 

推廣檔案的應用首當之務是檔案人員專業的能力，因檔案人員負責檔案

徵集、編目、整理、保管、應用、鑑定、諮詢、以及對檔案編輯和研究等項

目，其工作品質的好壞會影響日後使用者對檔案的應用。因此，檔案人員必

須具有純熟的專業的知識、技能、以及豐富的經驗，尤其是諮詢服務時更應

具有親和性以及廣泛的專業知識，如此才能提昇檔案使用者應用檔案之品質

與效能。而檔案人員的專業進修的管道，可透過專業學會所舉辦的研習班、

研討會、或是與檔案有關的系所學校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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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社會大眾的檔案素養 

檔案素養是指個人擁有對於檔案科學方面的知識，亦即指一個人使用檔

案館的各種能力，及具備瞭解基礎檔案知識的能力。目前社會大眾對於檔案

的觀念相當模糊，加以檔案一詞常被誤用，或是與電腦檔案互相混淆；此外

，由於檔案館使用檔案採閉架式管理，使用時需先登記，使得一般民眾較少

有機會接近檔案館。若能積極推動檔案素養，使得民眾具備檔案之基本知識

，並進而有效促使民眾運用檔案資料。因此，檔案管理事業單位、檔案館、

檔案學會和學校等應扮演著檔案素養推動單位，積極辦理有關檔案推廣素養

活動，例如：編製相關出版品、舉辦展覽、研習班、研討會等，或者有助於

提昇民眾檔案素養之活動項目，以達到檔案素養普及化之成效。(註21) 

(三)從事檔案使用者的研究 

為了確保檔案持續地被應用及發揮應用效益，檔案學的理論與實務必須

改變，專業人員再教育。Heald 指出，檔案管理人員除了必須努力瞭解理論

及使用者的行為外，亦必須進行使用者研究，瞭解誰是檔案的使用者以及如

何應用，而非僅知道多少人進入檔案館大門。(註22)透過使用者研究，可以

瞭解檔案館的館藏中有那些檔案是較完整、較多人使用，那些檔案並不完整

，可透過其他檔案館的檔案加以補充。此外，使用者的單位、學歷、最常應

用的檔案、使用時間、以及館藏是否能滿足需求、建議等項目，都有助於檔

案館提供檔案應用參考，只有愈瞭解使用者的需求，才能提供愈完善的應用

服務。（註23)  

(四)提供便捷的檔案檢索工具 

檔案檢索工具(finding aids)是用於報導、儲存和查找文獻線索的工具和

設備的總稱，為累積和查找文獻，在原始文獻基礎上，以目錄、題錄、文摘

等著錄方式，全面有系統編製的二次文獻，它同時具有儲存和檢索兩種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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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4）而 J Edgecombe 則認為，檔案檢索工具是檔案館對於典藏檔案之實

體(physical)及智能(intellectual)的描述工具，可藉以對該檔案館特定的館藏

資訊進行檢索。(註25） 

因此，檔案檢索工具不僅是檔案應用的基礎，更是館藏控制的重要工具

，它亦是使用者找尋、確認及選擇檔案資料的必要工具，透過檔案檢索工具

的查詢，可以瞭解館藏檔案的範圍、內容、數量及存放處所等，檢索工具的

型式由早期紙本式的卡片目錄、書本式目錄、微縮目錄，進而發展到網路式

的線上目錄檢索；檔案的檢索方式亦由早期人工作業，發展到現今利用電腦

資訊相關設備的檢索系統，擴大了檔案蒐尋與查檢範園，使用者可以不受時

間及空間的影響，在電腦輸入關鍵字後從資料庫中進行搜尋，便可查檢到所

需要的檔案資料，不僅節省時間，也提高了檔案館應用服務的效能。（註26

、27） 

(五)提供檔案參考諮詢服務 

為提高檔案使用者對檔案應用服務之品質及效率，各檔案館均需要指導

專人提供檔案參考諮詢服務，其內容包含提供檔案館藏或其他檔案資訊、指

導申請或應用檔案、協助檢索館藏與研究的過程等，亦可設傳真及電子信箱

參考諮詢服務，提升服務效率與品質。因參考館員是使用者與資訊間的重要

橋樑，因此參考諮詢服務專業人員必需對館藏具有深入且豐富的瞭解，方可

回答使用者所提的問題。(註28) 

(六)加強公共關係 

在 Scott M. Cutlip, Allen H. Center, and Glen M. Broom 所著的“Effective 

Public Relations＂一書中，對公共關係下的定義：「公共關係是一種管理，乃

是有計畫且持續地去建立及維持企業與其相關團體及大眾雙向的溝通，以建

立雙方互信及善意的關係，並達到雙贏的目的。」(註29) 近些年來，公共關



 - 20 - 

係漸為營業或非營業組織所重視，它不僅可以塑造組織良好的形象，也可透

過內外部的溝通，建立信用，讓大眾瞭解組織的立場，進而參與組織的活動

，以達到組織本身的目標。檔案館雖然典藏的檔案屬於較獨特的資料，使用

者也有特定的對象，但是檔案館不能自絕於外界，亦必須與外界有密切關係

，例如：檔案的捐贈是透過與外界人士的聯繫，取得捐贈人士的許可，再進

一步聯絡，以取得檔案。如果未與外界聯絡，則將無法得知某一項檔案要捐

贈的訊息。此外，如能建立良好的公共關係，則有助於檔案館經費的贊助，

尤其是公立檔案館更需與議會建立良好公共關係。(註30) 

至於如何具體的執行公共關係呢？翁一珍學者提出以下列幾點建議：(

註31) 

1.主動發佈新聞，以爭取曝光機會。 

2.設立專責的新聞聯絡人員，並制定發言人制度，以建立長久互信的關

係。 

3.選擇適當媒體，以及善加利用網站互動的特性及網路資源。 

4.投稿副刊、民意論壇，藉此討論組織的政策與方向，並反映經營問題

，尋求民意支持。 

5.蒐集媒體對單位組織相關的報導紀錄，以適時作應有的回應及決策時

的依據。 

6.透過網站提供資訊，並主動提供最新消息給民眾。 

(七)舉辦檔案展覽 

檔案展覽是指以圖片、文件或實物等各類紀錄，透過活動規劃及佈局配

置，在一定的場所或時間內陳列，以供社會各界參觀或閱覽。(註32)檔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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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主要用意是為了引起興趣、告知、鼓勵、娛樂與教育參觀者。透過展覽活

動，一方面可以鼓勵民眾應用檔案，並進而瞭解歷史事件的脈絡與真象，另

一方面，可提供檔案管理人員與外界人士接解觸的機會，讓各界人士瞭解館

藏及對檔案館的看法。(註33)不僅達到寓教娛樂、展示檔案功能，進而為檔

案館吸引更多的使用者，提昇檔案應用率。 

檔案展覽的類型可依時間、地點和內容等特性區分為多種型態，陳憶華

認為檔案展覽的類型區分為下列幾種：(註34) 

1.依展覽的目的而言：有主(專)題展覽與檔案館館藏展覽。 

2.依展覽的時間而言：有常設展與特展。 

3.依展覽的地點而言：有館內展、巡迴展及網路與虛擬展。 

4.依展覽的性質而言：有促進型展覽與教育型展覽。 

5.依展覽的種類而言：有以檔案內容為主展覽、以真實情況特色為主展

覽，以及有以社會、經濟效益為主的展覽。 

6.依展覽的方式而言：有開放式展覽與窗廚式展覽。 

(八)出版刊物 

檔案研究出版是一項研究性的專門工作，其基本的任務是對已無行政時

效但具價值之檔案進行編輯、研究與出版等，並主動將其提供給社會各界使

用。(註35)檔案事業體透過自行出版發行之出版品，如通訊、刊物、館藏指

南、書目選粹、簡介、小冊子等，或刊載檔案相關文章於新聞類或其他雜誌

上，向廣大社會群眾推廣檔案工作與理念、館藏內容及服務項目或提供檔案

之研究。此方法不僅達成對外檔案宣傳之目的，亦能吸引潛在顧客注意，發

揮檔案使用教育之成效，但缺點為所需成本較為昂貴。檔案出版依其性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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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為兩種型式：1.檔案館(室)及其館藏檔案簡介：其出版品型態可區分為

小冊子與檔案館(室)使用指引兩種。2.書籍型式之出版品：檔案館(室)從典

藏一定時期與一定數量之檔案中，選取可供檔案顧客參考之檔案，經過綜合

加工編寫而成，具有概述性或報導之檔案參考工具書，透過出版方式，達到

主動提供檔案產生品之目的。此種類型出版品可包括某一全宗、某一專題或

某一時期之檔案。(註36) 

(九)發行紀念品 

紀念品即為留供紀念的物品；檔案館紀念品，是指檔案館依據其檔案館

職責、功能、發展理念，針對不同來館參訪、交流民眾所製作具有檔案館及

其館藏特色和紀念意義的實物商品，可分為禮品類、收藏類、實用類與擺飾

類等四種，若與檔案相關程度來分，則可分為複製品、仿製品、及衍生製品

等三類。檔案館紀念品是以文字、圖像、音響、色彩、造型與形式，幫助參

訪者對檔案館及其典藏內容有更深層次的認識。 

一般而言，檔案館製作紀念品不外乎經濟與社會效益兩者。經濟效益即

為所販售紀念品為檔案館帶來的金錢營收；社會效益則可達到文化傳播與交

流、推動社會教育的功能。朱重聖學者認為：「檔案館將有紀念價值的檔案原

件複製成紀念品，在社會教育上有很大的意義。」（註37）因此，若能開發創

造更多、更好的檔案館紀念品，不僅能反映該館與文化特色，而且對於文化

交流、推動社會教育、行銷檔案館及其館藏、塑造館方的良好形象都有著重

要的意義。」（註38） 

(十)教育服務 

有些國家檔案館在推廣方面多利用教育服務的方式，例如提供教師與學

生相關教學資源，並依學習者不同的年齡、學習層級，如中小學、大學、研

究生及一般成人，提供適合其需求的教育服務、研習會等活動或是與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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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合作使用檔案提供歷史教育計畫，例如：鄉土教育社區種子培育計畫。

舉辦研討會，研討主題如檔案管理、檔案行政、宗譜與檔案研究。另有演講

、影片、公眾服務計畫(public program services)等。(註39) 

(十一) 檔案數位化應用服務 

近年來由於電腦與資訊科技的進步，再加上數位化之相關標準與技術日

漸成熟，使得國內外各檔案管理單位無不紛紛投入資源，進行檔案數位化工

作。(註40)數位檔案應用服務包括有文件傳輸服務、檢索服務、線上參考服

務線上、閱覽、數位學習、檔案管理單位介紹、虛擬檔案館及電子商務服務

等。 

(十二)加強館際合作 

藉由圖書館間或圖書館與其他文獻資訊中心建立合作關係，可跨越資源

、地域或時空限制，提供彼此館藏資源，不僅擴大檔案顧客應用檔案館藏範

圍，亦能滿足檔案顧客特定或特殊需求，以達到調閱服務之目的。故該項館

際合作可於同一區域或多地域間進行，如以地區性、國際性等範圍，藉由檔

案資源共享，加速檔案產品使用流動性，使檔案價值發揮於最大，此種服務

首重合作關係及模式之建立，並藉由目錄等檢索工具，以發揮館際合作效果

。(註41) 

(十三)建置檔案巡迴服務站 

將部分館藏採主題式或其他方式以檔案巡迴車或流動車，自庫房移至館

外進行定點定時外借服務，冀能提供該區域民眾現場查閱，並借閱檔案之機

會與場所，以增加其對檔案應用率。如使用各社區之活動中心，作為檔案巡

迴服務場所，以排除偏遠地區民眾親至檔案保存處所使用之困難與不便。(

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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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檔案網路推廣的特性與類型 

 

網際網路(internet)起源於1960年代末到1970年代初期，美國國防部為軍

事用途所發展之網路通訊系統ARPANET(Th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最初是用來做為軍事上的資料傳遞，到1980年代美國各大

學 、 研 究 機 構 紛 紛 加 入 ， 並 且 建 構 出 TCP/I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通訊協定所連結的網路環璄；1990年代初期開始被

應用於商業用途後，使用人口大幅攀昇，發展成全世界最大的電腦網路，加

上相關科技之發展，提供的資訊相當豐富且多元化，已成為現代人生活中不

可或缺的一部分，無論是在消費者行為、企業經營模式，甚至是整體巿場運

作等，皆深受到網際網路的影響。 

網際網路因具有開放性、互動性與資訊傳遞快速等特性，其對內可促進

工作流程整合，提升整體供應鏈(supply chain)的運作效率；近年來由於電腦

與網路、通訊科技的進步，再加上數位化之相關標準與技術日漸成熟，檔案

的應用不再侷限於檔案館內，並可提供實體檔案以外之相關加值服務，使用

者可在網路上檢索檔案目錄，甚至於瀏覽各類型的檔案影像、下載檔案資料

，亦可藉由網路進行線上參考服務，使得檔案管理單位與使用者之間消除了

時間與空間的距離。因此，在現代社會中檔案以網路形式進行推廣活動，更

顯得其重要性，本節茲將檔案網路推廣的特性與類型分述如下： 

一、檔案網路推廣的特性 

(一)跨越時空限制 

由於網際網路連結功能強，致使進入網際網路的使用者不受時間及地域

之限制，可銜接全球各地網路系統構成虛擬巿場，以提供全年無休的服務。

檔案事業體利用網際網路於行銷推廣管理上，同樣地亦產生無時間、地域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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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範圍的限制，但因推廣資源相當有限，故如何經濟有效地配送、服務到分

散在各地的顧客，是進行檔案網路推廣必須認知的基本問題。 

(二)不受篇幅限制、快速更新資訊 

網站除可無限制提供大量檔案產品的資訊，且在網站上的資訊可立即直

接更新，以供人們瀏覽，同時網際網路上可依循瀏覽路徑，深入瞭解掌握檔

案顧客之行為與特質，此將有助於進行區隔推廣與一對一客製化推廣，而迅

速提供檔案產品，以滿足顧客之特殊需求。 

(三)掌握通路與媒體 

在檔案網路推廣中，檔案事業體可自行架設網站，在網站上介紹檔案產

品，且可自行掌握推廣通路與傳播媒體，其經營自主性大幅提高。唯網站本

身不具備主動推廣的特質，簡言之，檔案顧客不知或沒興趣進入檔案事業體

架設的網站，則無法達到推廣的目的，故檔案事業體的網站必須搭配傳統媒

體或網路搜尋引擎網站等相關媒體工具，以吸引檔案顧客進入網站瀏覽網頁

，進而創造檔案事業體的發展。 

(四)結合資料庫使查詢檢索更有效率 

檔案事業體將網站伺服器連結到資料庫伺服器，能方便檔案顧客在短時

間內，依自己所設定之查詢條件，透過瀏覽器查詢資料庫中獲取自己所需要

的資訊。 

(五)節省成本 

檔案網路推廣因不需透過中間階層與檔案顧客直接接觸，而節省買賣雙

方為了進行交易所付出的成本。又網際網路所提供之數位化產品目錄及各項

產品資訊，其建置與更新維護成本較低，並可重複使用，亦可節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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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線上交易 

檔案顧客透過網站查詢與線上交易方式，在網站中一次完成整個檔案產

品使用決策過程，其速度與便利性可大為提高。但必須配合一個完整之網路

付款方式，其付款過程的安全性是一重要關鍵因素，適切的加密認證機制是

電子交易必備的基本要件。 

(七)線上服務 

檔案網路推廣具有互動性的功能，可加強檔案事業體與檔案顧客之聯繫

工作，透過網路之意見與反應，將有助於提昇檔案顧客服務品質。 

(八)建立公共關係 

檔案網路推廣模式除了可拓展檔案產品的可及性外，亦成為檔案事業體

對外經營公共關係之利器。利用檔案網路推廣建立公共關係之優勢在於為檔

案事業體提供多樣化之管道，如發佈新聞稿等，除可建立檔案事業體與其他

組織之間的公共關係外，亦可建立檔案事業體與個人之公共關係，此種快速

建立之公共關係網，為傳統公共關係所不及之處。(註43) 

二、檔案網路推廣的類型 

檔案網路推廣是在網際網路上的各個電腦透過TCP/IP共通協定及唯一識

別位址(IP Address)，進行資訊傳輸、產品推廣與交易等行為，在此過程中，

一般提供的主要服務種類有下列六項：(註44、45) 

(一)全球資訊網 

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WWW)係一種資訊網路系統，檔案顧客可以

透過全球資訊網的圖形化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瀏覽器(browser)，

瀏覽世界各地的多媒體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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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訊網除能提供純文字網路服務，亦可同時呈現影像、聲音、圖形

、動畫等豐富的資訊形式。隨著虛擬實境(VRML)等新科技之進展，更能由

2D平面化設計走向3D立體化展現。檔案顧客透過滑鼠與簡單的網址輸入，可

輕易連上遠端網站的網頁，同時透過全球資訊網的超連結功能，可輕易取得

各類資訊，打破了檔案顧客不易蒐集完整資訊的傳統推廣管道，成為帶動檔

案網路推廣最主要的動力。 

(二)搜尋引擎 

檔案網路是一個浩瀚無邊的資訊世界，為方便資訊的搜尋，因而產生各

種搜尋引擎工具，同時各搜尋入口網站亦因應而生，讓檔案顧客藉由搜尋入

口網站提供的檢索工具，很容易即可尋得散布全球各地網站中的相關資訊。

由於搜尋入口網站為了網站瀏覽者經常必經之處，匯集了人氣，是以各搜尋

入口網站成了廣告提供場所，為了檔案網路推廣的重要據點之一。 

(三)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是檔案網路推廣中，直接主動提供服務至檔案顧客的重要工具

，也是網際網路上被使用最多的一種服務，其用於檔案推廣的方式眾多，如

：透過免費電子報(free newsletters)，檔案事業體可定期或不定期將檔案有關

資訊自動傳送給檔案顧客，並與其維持一定之聯繫；又如：檔案顧客可藉由

電子郵件申請辦理使用檔案、詢問問題等，與檔案事業體進行互動聯繫，增

強雙方的關係。 

(四)新聞群組 

新聞群組(newsgroup)是網際網路上的討論區，針對各式各樣不同主題，

劃分出不同討論群，提供檔案顧客發表評論、分享資訊、交換意見，由於討

論主題的區隔，參與討論者自然形成分群的現象，造成多樣化的區隔，有利



 - 28 - 

於從事檔案事業體之推廣研究以及關係推廣。 

由於新聞群組中任何人皆可自由發表其意見，資訊極易快速在群組內散

播，默默地產生極大的潛在影響力，故當檔案事業體有關之各種好壞訊息出

現於新聞群組中，必須特別重視，並視其為危機處理的徵兆。 

(五)電子佈告欄與聊天室 

電子佈告欄(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在檔案網路推廣中所扮演的角色

與前述新聞群組類似，惟其通常是提供小區域性的線上服務，一般在校園中

廣泛被學生使用，可提供檔案顧客與同時上線的人在網際網路上共同討論或

交換心得、聊天，甚至玩遊戲。 

至於聊天室則是提供網友一個線上交談聊天的空間，主要以文字交談，

近年尚有漫畫式聊天軟體，漫畫人物會隨著交談內容，變換動作及語氣，增

添了聊天的趣味性。在檔案網路推廣中，檔案事業體可藉助營造話題之聊天

室，將其網站塑造成一個熱門的網站，以製造推廣機會。 

(六)檔案傳輸協定 

檔案傳輸協定(file transfer protocol, FTP)係一種可用於下載或上傳檔案

的網際網路服務，於進行檔案網路推廣過程中，檔案事業體經常需要將某些

數位化的檔案產品放在網站上供顧客下載，為避免經常下載的活動影響網路

連線的速度，檔案事業體可將經常可能會被下載之檔案產品放在FTP伺服器

上專供網友下載，如此可減輕全球資訊網伺服器的負荷，以提昇網路連線的

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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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外檔案推廣現況之探討 
         

許多國家為增加檔案的應用率，以收檔案推廣之效，提供檔案應用指導

服務，其方式有導覽、參觀及檔案顧客教育服務等，如美國、英國、加拿大

及新加坡等國。有些國家檔案館除接受學校參訪，並進一步提供教師與學生

相關教學資源，依學習者不同的年齡、學習層級，例如：中小學、大學、研

究生及一般成人，提供適合其需求的教育服務、研習會等活動。或是與中小

學定期合作，使用檔案作為歷史教育課程之教材。不僅從小認識檔案，學習

如何接近並查詢所需檔案，以便日後進行研究或是查詢族譜。更對國家之立

國精神、歷史與文化有深入了解，並進而產生認同，使之容易親近檔案、從

中學習、更進而喜歡檔案，讓檔案成為其生長過程甚至是生活的一部份。教

師亦多闢有專區，供其作為教學工具，指導如何將檔案作為教材。亦有為父

母設計，教育小孩如何使用檔案。有些國家檔案館並在網站上設置數位化教

室，例如提供線上教導如何查詢目錄或是線上遊戲，讓教育服務更為生動活

潑，更方便民眾使用。(註46)  

鑑於國外檔案館對於檔案推廣活動的規劃與執行已行之有年，活動形式

不只多元化且深具意義，本研究特針對美國、英國、加拿大、新加坡及中國

大陸等五個國家，對於檔案推廣活動的方式，整理分析如下： 

一、美國  

(一)檔案推廣部門 

美國在1934年成立國家檔案館（National Archives），所有的館務運作直

接對國會負責，其後於1949年改隸於聯邦政府總務署，1984年再改為今日的

國家檔案暨文件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簡稱NARA

），署長由總統任命，參議院認可，並直接向總統負責。NARA藉由監督聯邦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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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管理，以助於保存美國的歷史。其任務在於確保美國公民均能接近並使

用其所能掌握有關政府之公務運作、國家經驗之紀錄或資訊。(註47) 

NARA設有署長及副署長各一員，並設有政策暨公關室(Policy and 

Communications Staff)、國會暨公共事務室（Congress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taff）、創新發展室(Development Staff)、公平任用與多元計畫室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nd Diversity Programs)、法律顧問室(General 

Counsel)等四個幕僚單位，資訊安全監督司(Information Security Oversight 

Office) 、稽查司（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行政事務司（Office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s）、聯邦目錄司（Office of the Federal Register）、人力

資源暨資訊事務司（Office of Human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Services）、華

盛頓特區文件事務司（Office of Records Services - Washington, DC）、區域文

件事務司(Office of Regional Records Services) 、總統圖書館管理司（Office of 

Presidential Libraries）等八個業務單位及一個國家史料出版品暨文件委員會

附屬機關(National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and Records Commission, NHPRC)。(

註48)  

從組織編制部門來看，NARA並未設置專責的檔案應用推廣服務部門，

但因國家史料出版品暨文件委員會及聯邦目錄司分別負責彙編出版歷史檔案

及檔案目錄等之應用服務職能；而華盛頓特區文件事務司區域文件事務司和

總統圖書館管理司等三個單位，亦分別依據其典藏之主題檔案類別，包括聯

邦檔案、區域檔案及總統文件等各項檔案，提供檔案顧客在檢索、諮詢與應

用之職能，且設有相關的諮詢中心、閱覽中心及研究室等應用場所，故上述

部門均具有檔案應用推廣之功能。（註49） 

(二)檔案推廣項目 

美國的檔案推廣方式相當多元化，包含：檔案週及檔案月活動、出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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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檔案展覽、教育服務、講習以及視訊會議、研討會、演講與新書發表會

、以及針對研究者的特別服務，說明如下： 

1.檔案週與檔案月活動 

美國、加拿大以及英國等國家皆有檔案週以及檔案月的推廣活動，這些

國家對於檔案素養的推廣十分積極，由檔案館或圖書館負責推動相關的活動

，甚至於將一年的某個月份訂為「檔案月」，用一整個月的時間來推動檔案活

動，有效達成檔案管理的目標，也確保檔案資源的長久維護，並擴展歷史檔

案的應用。 

在美國地區，檔案週(Archives Week)的起源要追溯到1988年春天，當時

紐約地方政府文書人員協會(New York Associ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Records Officers)與都會地區檔案人員(Capital Area Archivists)，以及許多州

立地方政府官員共同形成一項舉辦檔案週的決議。其後，於1988年由紐約大

都會檔案人圓桌會議(Archivists Roundtable of Metropolitan New York) 將此

項決議更具體的化為行動。該圓桌會議的主席Barbara Haws於1988年年終成

立一個規劃委員會(planning committee)以及不同的附屬委員會，負責推動檔

案週的活動。圓桌會議在1989年年初的規劃是與紐約州立檔案與文書局(State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簡稱 SARA)的局長共同合作推動。該

局(SARA)協助圓桌會議的計畫，並將其付諸實施，於1989年10月在紐約市

(New York City)所推出的「紐約檔案週」(New York Archives Week)是美國地

區最先發起檔案週的活動。 

1989-1990年紐約的檔案週以很多種方式來辦理活動，它推展檔案館的好

處到社會中，並深植檔案的概念到各個團體中，像是一般大眾、教師、圖書

館員、律師、政府官員、公司主管、媒體以及各種不同的團體的支持，有了

這些人的支持對於檔案週活動的辦理有相當程度的重要性，更對於檔案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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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不同社會團體中的價值，產生了加值作用，拓展了公共關係，也給了檔案

人員以及一般大眾更多樣化的機會來學習到檔案所包含的豐富資源，在繼續

紐約檔案週活動時，檔案人員深信在機構內或是檔案管理單位辦理活動時能

夠更加的積極。 

1992年，檔案週正式變成全國性的活動，第一次美國檔案週的活動舉辦

在1992年10月，在國際檔案會議的一個月之後，而又在總統大選之前，這是

一個相當好的機會來吸引美國民眾的注意，讓大家都能夠分享這份寶貴的文

化遺產，而為了達成這個目標，美國檔案人員協會(SAA)的贊助相當重要，

美國檔案人員協會在委員會中已經開始討論這個全國性的概念，NARA以及

國家歷史出版及文件委員會(NHPRC)對於這個新概念的支持很有幫助，

NHPRC更贊助了辦理活動的資源，例如：影片、郵票、公共服務的設備、活

動的構想、以及其他符合時宜的素材等。這些資源將協助基層單位辦理檔案

週活動，並推廣為全國性的活動。紐約檔案週的個案可說是辦理檔案週活動

的指標，增加了社會大眾對於檔案的認知，檔案人員在辦理檔案週活動時也

更加投入。  

美國檔案週的活動主要集中在10月份左右，由於全國各地的檔案學會或

州立檔案館會配合地方性紀念事件或重大活動，選擇合適的時間辦理，因此

舉辦的時間並不一致，美國地區最早是舉辦「檔案週」，但演變到目前已成為

「檔案月」的活動，主要用意是要鼓勵一般民眾能對檔案有更多的認識與使

用檔案。美國檔案推廣週(月)由當地的檔案館、圖書館、歷史學會等相關單

位共同舉辦，透過檔案週或是檔案月的活動，希望能夠引起更多人士的注意

，包括：政策制訂者(policy makers)、在社區中具有影響力的人士、資源分

配者(resources allocators)、潛在的捐贈者、研究人員、未來的檔案人員、媒

體、一般民眾等。針對這些不同背景的對象來辦理檔案活動，增加其對於檔

案的瞭解，進而到檔案館來使用檔案資源。(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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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週活動的內容包羅萬象，大致包含實體與線上展覽、研討會、參觀

導覽、電影放映會、有獎徵答或尋寶遊戲等活動，通常配合當地文化特色或

紀念事件設定某個特定主題，並依民眾的興趣及需求規劃。從活動的內容可

發現美國人對家族尋根活動很感興趣，且重視家庭歷史紀錄及文件的整理與

保存，所以有些地區的檔案週以族譜資源為檔案題材規劃節目，如透過檔案

巡迴展，鼓勵民眾攜帶家族文件、照片及書籍，安排檔案專業人員鑑定文件

並解惑。(註51)美國檔案人員學會(SAA)為推廣檔案月在美國各州能夠順利

舉辦，設計「美國檔案月公共關係工具箱」供各檔案月舉辦單位參考。由於

各州檔案單位在舉辦檔案週或檔案月過程中，都會遭遇同樣的問題，由該學

會主動製作舉辦活動過程中有用的資訊，將有助於各檔案館推動檔案週或檔

案月的活動。 

有關美國檔案週活動的內容相當豐富，以下舉例紐約州及俄亥俄州之活

動辦理情形說明如下：(註52)  

(1)紐約州 

紐約州的檔案館建立於1971年，1978年開始向民眾開放，所典藏的檔案

都述說著紐約自17世紀迄今的故事。紐約的檔案週活動開始於1980年代晚期

，通常於每年10月的第2週舉辦特展及系列活動，目的在於慶祝紐約的多元歷

史，提升民眾對當地豐富的檔案資源之認識，以及頒獎表揚傑出的檔案專業

人員及團體。 

紐約州第18屆檔案週活動於2006年10月7日至15日展開，以「檔案搭起從

過去迄今的橋樑」(Archives－Bridges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為

題舉辦展覽、研討會、書展、參觀導覽等推廣活動。以紐約市為例，主要推

展與民眾生活相關的重要檔案及歷史文件，例如以家族尋根為題的演講，由

講者說明如何運用政府資源探尋家族歷史。越來越多美國人對追本溯源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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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望，講習會正可教導民眾如何透過電腦資訊、相片文物、人口普查紀錄及

族譜研究等應用來探索家族歷史。 

(2)俄亥俄州  

俄亥俄州檔案人員協會(The Society of Ohio Archivists,SOA)參考紐約檔

案週經驗始於1993年4月配合SOA第25屆年會舉辦首屆的檔案週活動，籌備期

間曾與佛羅里達州的活動及密西西比檔案人員協會有所交流，瞭解跨機構合

作及互動整合的重要性。第三年的檔案週開始定於10月辦理，配合第二次世

界大戰50週年紀念事件，推出的主題是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信件檔案。 

該州第14屆檔案週於2005年10月9日至15日展開，主題是「在俄亥俄州的

非裔美國人(African－Americans in Ohio)」，此因該州藏有檔案含括非裔美國

人追求平等的奮鬥史及其商業、政治、軍事等領域的貢獻歷程。為推廣民眾

對檔案及檔案專業工作者的認識與瞭解，俄亥俄州2007年的主題範圍較大，

SOA邀請該州內檔案館、博物館、歷史學會、圖書館及其他存有檔案及歷史館

藏的機構共同參與。例如由邁阿密大學歷史系教授以「Black Skin, Red 

Blood,White Power：The Legal Status of Blacks In Ohio,1803-1895」為題發表

演講。凱斯西儲大學圖書館將該大學創立以來的非裔學者照片、自傳及著作

等檔案數位化並進行線上展示。俄亥俄州大學則以「發現及保存非裔美國人

文件(Finding and Saving the African－American Record)」為題辦理座談會。 

美國檔案週以及檔案月的活動經過多年的辦理，已逐漸受到各界的重視

，以2003年為例，全美有32個州配合規劃相關活動，比2002年參與的23州成

果斐然，2005年的活動則有35個州響應辦理。檔案週成立的最初目的有以下

三個：(註53)  

(1)為慶祝紐約市多元化的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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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社會大眾對於豐富檔案資源的認識； 

(3)表彰受獎的團體機構或個人。 

2.出版書刊 

NARA的出版品有法令日報、聯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總統文獻彙編

週報(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總統公報(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美國政府指南(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Manual)與法令集

(Statutes at Large)等等已超過200份新出版或改版的刊物，這些出版品部分可

於網站上下載。其他之出版品，尚可分為三大類：第一類是特定主題館藏檔

案之指南與索引；第二類為微縮出版品之目錄；以及第三類之特殊檔案出版

品，其中特殊檔案出版品對於檔案從業人員、歷史學家、學者、研究人員與

教育人員最為有用。這些出版品有些是免費提供，諸如NARA年報與一般性

的解說手冊等等；有些則需付費，例如季刊、人口普查報告、或是特殊檔案

之出版品。此外，NARA已加速將其出版品上網，供顧客能線上瀏覽甚至訂

購。(註54) 

3.舉辦檔案展覽 

    美國在國家檔案資料展覽活動的規劃與進行非常的積極，透過各種主題

的介紹，反映近代國家的發展。民眾可透過網路，依照不同的主題對許多重

要檔案進行瀏覽。這些主題的呈現有的在於展出的是美國歷史上著名的、具

有突破性以及轉捩點意義之時刻的紀錄，有的在於呈現攝影藝術設計之成就

，另也有展覽透過原始信件、備忘錄、以及相片訴說鮮為人知的總統故事。

另外，與總統相關的事件以及各國領袖所致贈的禮品也都成為特展的議題。(

註55)  

  由NARA展覽之檔案主題特色，可以發現NARA所提供之展覽主題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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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樣化，且並不限於政治外交相關的議題，其中反映出美國文化社會特色

相關的議題也成為展覽的主題之一，配合一系列之主題展覽中，自由憲章與

總統圖書館之展覽頗受矚目。 

自由憲章(Charters of Freedom)為NARA目前在華盛頓特區總館的常態展

覽，展出與美國獨立以及其立國精神相關的歷史文件，包括美國獨立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美國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及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除了三種主要文件以外，還以「憲章的形成」

(Making of the Charters)為題，展出與這些文件的制定過程相關的其他歷史文

件，以及以「憲章的影響」(Impact of the Charters)為題，展出這些立國文獻

對於往後美國歷史之發展的影響。 

美國NARA轄下的總統圖書館也是屬於長期性的展覽場所，除了展出一

系列已故總統相關文件外，也與時事結合，舉辦民眾感興趣的主題。目前有

特展的總統圖書館包括甘迺迪圖書館、福特圖書館、詹森圖書館、以及雷根

圖書館等。(註56)  

NARA的展覽，除了實體展覽外，還包括為數不少的線上展覽。民眾可

透過網路，依照有興趣的主題瀏覽這些線上展覽，NARA所提供的線上展覽

主題主要呈現美國著名的歷史轉捩點，或是具有特別意義的時刻，或是總統

的故事以及許多歷史事件等，內容包羅萬象。線上展覽的主題及內容如下所

述：(註57) 

(1)自由憲章(The Charters of Freedom)：包括有獨立宣言、憲法、人權法案

等。 

(2)美國淵源：巡迴展(American Originals：Traveling Exhibit)：包括殖民與安

置、革命與新國家、內戰與重建、工業美國的發展、現代美國興起、經濟

大蕭條與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王國、當代美國、林肯遇刺之警方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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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達尼號沉沒報告書、制憲投票紀錄、解放宣言等豐富內容。 

(3)世紀寫真(Picturing the Century)：20世紀歷史事件照片集。 

(4)國會寶藏(Treasures of Congress)：包括議會產生、第一次聯邦會議、總統

選舉、與奴役鬥爭、進步改革、國會與新政、社會安全、國會中立與土地

出租、馬歇爾計畫等主題。 

(5)民主國家的設計(Designs for Democracy)：包含美國政府建設的各項方案

或建築設計圖等。 

(6)當尼克森遇見貓王(When Nixon Met Elvis) 

(7)藝術的新政(A New Deal for the Arts)：有關美國藝術計畫相關的藝術作品

、文件、照片等。 

(8)全景照片(Panoramic Photography)：全景照片收藏展覽。 

(9)約翰懷特：黑色芝加哥寫照(John H. White：Portrait of Black Chicago)：普

利茲獎得主約翰懷特的攝影作品。 

(10)說服的力量：二次大戰海報(Powers of Persuasion–Posters from World 

War II) 

(11)贈禮與禮物：歷任總統受贈之禮物(Tokens&Treasures：Gifts to Twelve 

Presidents) 

(12)戰爭中的人民(A People at War)：戦時軍人與平民對國家的貢獻。 

(13)美國起源：檔案起源展覽(American Originals：The Original Exhibit) 

(14)美國起源II (American Original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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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美國女性(American Women)：展出100個對美國歷史具有特別影響的女

性檔案。 

(16)美國世紀回顧(Looking Back on the American Century)：展出20世紀的重

大事件及人物相關檔案。 

(17)2000年總統大選(Campaign 2000) 

(18)胡佛總統展覽(The Herbert Hoover Galleries) 

(19)特別關係(The Special Relationship)：邱吉爾、羅斯福與英美聯盟興起以

及對英外交檔案。 

(20)美國聖誕節(An American Christmas)：慶典與節日的由來。 

    NARA線上展覽網站的設計，以分層樹狀架構以及順序式網頁兩種呈現

方式為主。各項線上展覽的導覽均以集中目錄頁進出之方式為主。此外，在

網頁技術方面，除了一般HTML語法外，還使用Flash、Shockwave等多媒體

技術。多媒體技術主要應用於使網頁更加活潑，並讓文字及圖像相互配合。

線上展覽網站亦提供數量龐大的檔案內容影像檔，提供使用者直接下載或於

線上瀏覽。 

    NARA的線上展覽除了搭配一系列檔案展覽活動之外，也配合播放與檔

案展覽或與檔案推廣相關之影片，例如每日早上10點至下午4點30分，每隔30

分鐘都會播放「自由憲章保存」的影片。讓民眾瞭解獨立宣言、憲法以及權

利法案的歷史背景及館方對其所作的妥善保存。此外，每個月也會安排特定

主題檔案的相關影片播放，以達教育民眾的目的。 

4.提供教學資源服務 

NARA提供教師、學生的初級教學資源、活動與訓練。為鼓勵各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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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學生在課堂中使用檔案文獻，「數位教室」(Digital Classroom)提供國

家檔案的資源以及使用檔案一手資料教學的方法。其提供的主題資源包含憲

政國家、文獻分析練習、建立學校檔案館、總統圖書館的教育節目單…等資

源，並提供檢索功能，提供學生及教師良好的檔案教學材料。(註58) 

5.講習、電子講習以及視訊會議 

    NARA配合學校的教學，提供推廣相關的資訊，並舉辦各種推廣的講習

會。華盛頓特區的學校單位可接受免費講習會的安排。另外，如果華盛頓特

區中特定社區有所需求，講習的地點也可以是依社區團體所需安排。(註59)

以2004年1月份為例，講習會的內容包括：國家檔案：美國文件資產的捍衛者

(National Archives：Guardian of Americas＇Documentary Heritage)、革命時期

的軍人(Simon Fobes：The Life of a Revolutionary War Soldier)、憲法研討會

(Constitution Workshop)、族譜不只是圖表：國家檔案館中的家族編年史 

(Genealogy Is More Than Charts：Chronicles the Family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西方運動(The Westward Movement)、Dr. Augusta的一生與時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Dr. Alexander T. Augusta)。 

除了現場講習之外，電子講習會或視訊會議的講習也是推廣的另一個途

徑。NARA提供全國學校5-12年級學生講習的機會。各個中小學能夠透過網

路(ISDN)視訊會議進行線上講習。假日時間9：00am-3：00pm 則提供節目廣

播。(註60) 

6.舉辦研討會 

    NARA也邀請學者專家組織研討會，開放給民眾參加。族譜工作坊是其

另一個活動重點。由於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因此尋找家族根源成為移民家

庭關心的議題。透過此一活動，專家學者帶領民眾認識如何使用國家檔案館

內，例如：最高法院或者其他政府機構所保存的檔案資料，來建構屬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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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歷史，例如族譜研討會等。(註61) 

7.演講與新書發表會 

    在檔案推廣活動中除了一系列檔案的展覽活動之外，學者專家也會以演

講配合新書發表，透過所舉辦的新書發表之題目，可以瞭解NARA所努力推

廣的不僅是影響國家政局所謂的大歷史，同時也有關於個人家族的小歷史，

一系列的演講與簽書會或研討會的活動，通常這些活動的內容都會與NARA

所展覽的內容主題密切配合。  

8.針對研究者的特別服務 

    NARA除了提供一般使用者教育服務之外，亦針對研究人員提供特別的

參考服務，主要有下列幾項：(註62) 

(1)提供研究訪問活動的安排 

    雖然NARA的網站已非常完善，但是當線上所有服務項目都無法滿足研

究人員需求時，研究人員可以向檔案館提出研究訪問的要求，而此要求亦可

透過網路申請。檔案館也會安排研究間提供研究人員使用，並盡力提供支援

研究人員所需的任何幫助。而美國各地主要城市皆有檔案館的服務分處，研

究人員可以選擇更方便的地點進行研究訪問活動。 

(2)研究指導 

    NARA為協助研究人員順利完成研究計畫，會列舉一些研究的注意事項

，或列舉研究步驟，以方便研究人員瞭解研究過程的基本程序。為了幫助研

究人員獲得更多關於研究主題的資源，也會提供一些相關的文件資料，協助

研究人員檢索，並解釋其中蘊藏的意義，以達到研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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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研究主題的選擇方向 

    檔案館參考人員也提供最近流行、熱門事件的相關報導、資源，將檔案

館中所有資源分類，細分成各種研究主題，以方便研究人員選擇研究方向時

的參考。 

8.館藏數位化 

NARA透過網站所提供的數位化服務主要包含有客戶導向服務、線上展

覽、檔案副本訂購、線上資料庫與工具等。茲將各項服務分述如下：(註63) 

(1)客戶導向服務：針對一般大眾、系譜學者、退伍軍人及其家庭、教師及學

生、研究者、檔案管理者…等對象提供客戶導向服務。 

(2)線上展覽 ：包含有自由憲章(The Charters of Freedom)、1906年舊金山大

地震、致命的病毒(1918年流行性感冒)、刻劃整個世紀(Picturing the 

Century)、國會的寶藏(Treasures of Congress)、回顧美國世紀(Looking 

Back on the American Century)等數十個線上展覽。 

(3)檔案副本訂購：提供系譜或家族史、服役紀錄、微捲等類型檔案的副本訂

購。使用者可以採取線上刷卡訂購，或者是透過填寫申請表單的方式離線

採購。  

(4)線上資料庫與工具(Online Databases and Tools)：提供多種有利於檔案研

究的線上資料庫與工具，主要包含 ： 

A. Archival Research Catalog (ARC): NARA所擁有之典藏的線上公用目錄，

包含53% NARA典藏的描述。可利用關鍵字、所在地、組織、人名、主題

等方式進行檢索。 

B. Access to Archival Databases (AAD): AAD是一個搜尋引擎，可用以檢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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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NARA電子化檔案，目前包含有大約30個檔案系列的資料庫與索引。

可利用人名、地理區域、組織或日期等方式進行檢索。 

C. Federal Records Guides: 以較高層次的方式檢索NARA所擁有之聯邦檔案

(Federal records)，用於辨認與使用者研究相關的檔案群(Record groups)

，包含源自行政、司法、立法部門的資料。 

D. Microfilm Catalog: 用以檢索NARA所建立或購買的超過3,000種研究相關

微縮出版品。 

E. Browse list of Research Topics: 提供許多研究主題的相關文獻、查詢工具

(finding aids)、搜尋技巧。 

F. Finding Aids for holdings in Regional Archives: 連結至由地方性檔案館為研

究者所建立之指引、文獻、表列、索引。 

G. Archives Library Information Center (ALIC) 。 

H. List of Record Groups。 

9.發行紀念品 

NARA為實踐其社會功能，所提供服務亦漸趨多元，不僅開放檔案給社

會大眾應用，更配合各種主題辦理多元化展覽，以及有關檔案的紀念品，使

民眾能藉由檔案紀念品瞭解檔案背後的歷史原貌、社會價值，從而行銷檔案

館及其館藏的目的。 

NARA為因應來館的各種使用者，檔案館針對不同客群製作各類紀念品

；除此，不同類型檔案，其製作紀念品亦會有不同的呈現方式，如羊皮紙複

製品的獨立宣言、憲法、人權法案、多媒體、紙、筆、服飾等，使檔案館紀

念品以更多元的方式呈現，現今販售紀念品項目已達300餘項，其主題、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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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是分陳羅列、五花八門。販售紀念品的管道可分為實體與虛擬兩種通路。

實體通路即在檔案館內或合作商家設置實體店面、架位進行販售；虛擬通路

則是在網路或是以郵購方式進行販售。 

其中最具的特色之一就是其所典藏的「自由憲章」的三份原始文件，

NARA以此製作一系列相關紀念品進行販售，成功地達到檔案館紀念品的各

類功能。另外，還有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海報，美國父母會在孩

子房間內掛置從該館所買來的道格拉斯，因麥克阿瑟在美國具有國家英雄形

象，父母希望孩子能效法之，故將海報掛在孩子房裡，使孩子能夠更加瞭解

這位美國英雄。(註64) 

10.網站服務 

NARA典藏檔案內容主要與美國歷史重要事件相關，其中最常被使用的

檔案包括軍方紀錄、獨立宣言、家譜、及災後重建資料等，其類型包括紙質

、microfilm、超過124,000件數位影像案等。網站(如圖2-3)首頁以左、中、右

三面視框 (frame)組成，左欄為NARA成立宗旨、發展策略等介紹，還有線上

展覽、各類型檔案副本及出版品的訂購；中間視窗則有美國最重要的檔案，

如獨立宣言、美國憲法、第二次世界大戰照片、族譜等，中下方則可與聯邦

各地區檔案館、總統圖書館等作連結。由於NARA負責美國檔案管理之重責

，故在右上方檔案管理專區中，針對不同類型的檔案使用者提供有關檔案保

存、管理與訓練的指導方針，並整合相關資源之連結。 

網站中提供的服務有檔案查詢服務、教育服務、顧客服務等。此外，網

站中建有檔案紀錄中心計畫單元，提供各級政府相關文件紀錄資訊之連結，

其它主要功能還有可連結政府公報局(OFR)，提供聯邦公報、法規、總統文

件等資料；數位教室則提供不同程度的人對相關檔案知識介紹，內容相當充

實；另為進一步方便使用者瀏覽，建立網站索引(site index)，以字母順序顯



 - 44 - 

示網站內容排列及層屬方式，簡化使用者進行超連結相關作業。(註65) 

 

 

圖2-3 NARA網站(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資料來源：http://www.archives.gov/index.html (檢索日期：2009/3/10)。 

 

二、英國 

(一)檔案推廣部門 

英國於1838年的公共文書局法，成立公共文書局統一典藏與集中管理保

護官方產生的文書，2003年4月合併英國公共文書館(Public Record Office，簡

稱PRO)與歷史手稿委員會(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成為英國國

家檔案館(The National Archives，簡稱TNA)，負責指導政府公部門文書管理

的實務，並徵集具有歷史價值的政府文書，將其永久保存。英國國家檔案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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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國檔案事業的主體，隸屬於貴族大臣。館長之下設有公共服務與行銷部

(Public Services and Marketing )，該部門之下又設有讀者資訊服務、研究服

務與教育等三個分部。(註66)負責國家檔案館的閱覽應用與抄錄複製之申請

、一般及專業之諮詢、檔案應用的推廣、檔案館導覽與參觀服務、主題檔案

的展覽、檔案應用教育活動的舉辦，檔案資料之編輯出版等服務與推廣、以

及網站及電子影像檔案之建置。由此可知英國國家檔案館具有檔案行銷與推

廣之觀念，試圖將企業管理與經濟的理論，透過相關策略計畫，推動國家檔

案事業，藉以提昇檔案的應用頻率，發揮檔案的應用價值。（註67） 

(二)檔案推廣項目 

英國對於檔案的應用相當重視，對於使用者年齡的限制相當寬鬆，主要

目的在更廣泛的推廣檔案應用，其方式包括：提供檔案應用、檔案教育服務

、檔案展覽、出版書刊、媒體宣傳、聯合網路、檔案月活動、檔案管理諮詢

顧問、針對研究者的特別服務等方式，說明如下： 

1.提供檔案應用 

    TNA是英國政府所轄之公眾服務機構，主要服務對象為英國的公民，但

也對世界各地的訪客提供服務。基本上，只要年滿14歲都可以利用其館藏，

而不需要任何的資格或證明，皆可免費查閱歷史檔案及其目錄。此外，第一

次到英國國家檔案館需出示身分證明辦理閱覽證(Reader's Ticket)，英國公民

持護照、支票保付卡、信用卡、駕照或職員及學生證辦理；國外訪客則持駕

照、國際駕照、國際學生證或身分證等證件辦理。閱覽證的有效期限為3年，

而14歲以上的學生則需攜帶導師簽名信和學生證等有出生證明的證件。(註

68)  

英國檔案專業人員認為，推廣的目的是促進應用，而有效地提供應用是

最好的推廣，所有檔案館都把提供應用作為檔案保管同等重要的工作，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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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更多的資源。為了使提供應用的服務更周到與完善，英國在檔案編排與

描述方面做了大量的準備工作，設有相當大面積且設備齊全、管理有序的檔

案查閱室，採用電腦管理和案卷自動化傳輸設備。TNA每年接待來館查閱檔

案的有25萬的應用者，既展現出檔案的價值，同時也是檔案部門擴大影響的

最具說服力推廣成果。 

2.提供教學資源服務 

    TNA提供教師、父母、學生豐富的檔案教學資源、活動與訓練。而「學

習曲線」(Learning Curve)則提供了線上的教學資源，以支援國民教育課程中

有關歷史的部分，並針對2到5年級的學生準備教材。學習曲線網站提供許多

歷史文件、照片、影片以及影音等資源，而提供的教學內容包含課程設計、

作業練習、教師小冊子等。(註69)  

    TNA提供初次到館導覽(New Reader Orientation Tours)與團體參觀的服

務，前者是指初次到館者可自行登記參加導覽，透過20分鐘之解說以充分了

解該館之各項服務與設備，特別是閱覽室之使用、線上目錄檢索與複印之申

請等等；至於團體參觀，是提供給10至50人之各種社會團體，時間則依團體

性質而定，惟須事先登記。不論初次到館導覽或是團體參觀，每天均只有1

次。另外，亦對從國小至大專院校各級學生提供參訪，並可依其需要提供研

討會。(註70)  

3.舉辦檔案展覽 

    TNA為推廣檔案應用，舉辦實體及線上的檔案展覽；在實體展覽方面，

英國國家檔案館根據社會需要，在館內開闢了一個公共空間，分為閱覽室、

展覽廳、讀者服務部(書店)、網路區、咖啡廳等5個區域。其展覽廳作為永久

性展區，主要展出的內容：一是「末日宙批書」--這是英國11世紀最重要的

檔案，是征服者威廉對全國土地全面清查後編撰的巨典；二是13世紀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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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憲章」--這是公民平等權利的自由憲章；三是都鐸時期、二次大戰時期

的檔案。為了吸引社會各階層以及各年齡層社會大眾的興趣，展覽突破傳統

的圖片、文字、展品模式，利用了聲、光、電以及多媒體等多種模式，設有

音像和互動項目，強化了展覽的公共性和操作性。除檔案館舉辦展覽用檔案

原件外，其他單位展覽有需要相關檔案也可以提供使用，但必須具備檔案保

護和保管的標準，並收取費用。 

    英國擁有悠久的歷史，其現存檔案年代上下一千年。TNA以歷史分期為

界，於大量藏品中擇精展出。同時由於文獻數位化所帶來的便利，民眾也可

以選擇以主題分類的方式來瀏覽相同的檔案。歷史斷代是以中世紀

(1066-1413)、都鐸及愛德華王朝(1413-1714)、18世紀、19世紀以及20世紀五

個時間帶為主。主題式的分類則包括不列顛與美洲、罪犯與懲罰、設計與發

明、英格蘭、法國與西班牙、海上航行、國王與皇后、生與死、中世紀的權

力、以及世界大戰。由於中國歷史與19世紀之後亞洲現代化以及世界史密不

可分，因此，TNA所能夠提供的經驗，乃是19世紀與20世紀的檔案展覽主題

規劃。以下便從TNA19世紀與20世紀的展項中，配合主題分類的方式，對TNA

精華檔案的展覽做一簡要的說明。(註71)  

(1)犯罪與懲罰(Crime and Punishment)：在罪犯與懲罰這個主題當中，包括

了兒童犯罪者(Child's Prisoner, 1870)、開膛手傑克(Jack Ripper)、以及

王爾德案件(Trials of Oscar Wilde)等。 

(2)設計與發明(Design and Inventions)：設計與發明這個主題當中，包括了

1851年世界博覽會(The Great Exhibition)、海底隧道(Channel Tunnel)、蒸

氣火車(Steam Locomotives：The Rocket)以及維多利亞風尚(Victorian 

Fashions)等子題。 

(3)尼爾森將軍的葬禮(Lord Nelson's funeral 1806)：關於英格蘭與其他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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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關係，英國國家檔案機構在19世紀當中選擇了尼爾森將軍作為最重

要的代表，展出了包括尼爾森逝世的送葬船隊圖在內的一系列描述尼爾森

國葬過程的檔案。 

(4)國王與女王(Kings and Queens)：在國王與女王這個展題中，展出了維多

利亞(Victoria)女王的人口普查報告以及國王愛德華八世(溫莎公爵

)(Edward VIII)的退位信。 

(5)生與死(Life and Death)：在生與死這個主題之下，接觸與一般民眾生活息

息相關的文獻，包括1861年首次在倫敦發行的私人樂透彩券(lottery)、一

個精神失常的女人死後所遺留的物項(Left Property)、作家珍奧斯丁的遺

囑(Austen's Will)以及1871年倫敦東區亞伯廣場的人口普查報告。 

(6)海上航行(Journeys By Sea)：在19與20世紀的海上航行中，對英國而言最

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鐵達尼號的沉沒以及牙買加居民隨溫德落許號船艦

至英國落地生根。英國國家檔案機構展出鐵達尼號沉沒當時由船上無線電

收發員傑克飛利浦所送出的求救電報，以及當時殉難的乘客名單。同時展

出的，是一份搭乘著溫德落許艦從牙買加到英國的乘客名單。 

(7)世界大戰(World Wars)：英國國家檔案機構選了一份關於一次世界大戰、

兩份關於二次世界大戰的文件作為展品。 

    TNA為了各級學校學生學習而提供線上展覽，主題包含範圍廣泛，館中

所典藏的戰爭文獻亦十分豐富，包含檔案、照片、報告等，因此線上展覽中

以戰爭為主題之展覽亦佔多數。線上展覽的主題及內容如下所述：(註72)  

(1)聯合王國1066-1603(United the kingdoms?1066-1603)：英格蘭及愛爾蘭在

1066-1603年終，建立過多少王國。 

(2)公民權(Citizenship)：探討英國公民權在歷史上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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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國土地調查清冊(Focus on Domesday)：探索英國最老且最受歡迎的土

地調查清冊。 

(4)國家檔案館寶藏(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Archives)：展示英國國家檔

案館中收藏1,000年文獻中重要的檔案。 

(5)罪犯與懲罰(Crime and Punishment)：主要包含13世紀以來與犯罪相關的

檔案，包含兒童犯罪、開膛手傑克以及王爾德案等內容。 

(6)黑色的存在：1500年到1850年亞洲人與黑人族群在英國的歷史(Black 

Presence：Asian and Black history in Britain from 1500 to 1850)。 

(7)秘密與間諜(Secret & Spies)：展出了與諜報活動相關聯的秘密檔案。 

(8)家族歷史(Family History)：帶領參觀者瞭解建立家族歷史所需要用到的

原始文獻。 

(9)都鐸王朝的哈雷克家族(Tudor Hackney)：展示都鐸王朝時哈雷克及丹尼

爾家族的生活情況。 

(10)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追溯大英帝國在英國及世界所扮演的角色。 

(11)地方歷史(Local History)：協助人們研究從1700年以來與地方相關的各種

不同類型的檔案。 

(12)權力、政治與抗爭(Power, Politics and Protest)：描繪出19世紀的英國政

治權力的轉變。 

(13)從特拉法格之役到韓戰(Trafalgar to Korea)：以檔案的形式呈現了從1805

年的特拉法格之役、1854年的克里米亞之役、1882年的兩次埃及之役到

1951年韓戰的英國戰史，並且教導民眾從這些文獻中尋找自己祖先參戰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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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14)制服女性(Focus on Women in Uniform)：讓觀眾瞭解戰爭時期女性所扮

演的角色，包括護理人員、教師、耕作、神職人員、組裝員、廚師、飛

行員、駕駛員、地對空機槍手、解碼員、雷達操作人員以及間諜等。 

(15)如何解讀漫畫(How to read a Cartoon)：從報紙漫畫解讀的角度切入，教

導民眾如何了解其漫畫背後的涵義。 

(16)如何解讀文獻(How to Read a Document)：教導民眾如何從歷史文獻中找

出二次大戰爆發的因素。 

(17)統計調查(Focus on the Census)：瞭解如何使用地圖、照片以及人口調查

來瞭解1809年的生活情況。 

(18)大前方(The Home Front)：讓民眾了解二次大戰期間大前方的生活。 

(19)第一次世界大戰(First World War)：讓民眾了解其祖先參與一次大戰的情

況以及一次大戰對於英國與世界的影響。 

(20)冷戰(Cold War)：透過歷史原件及影片來幫助民眾了解冷戰的起因及影

響。 

    TNA網站上提供經常性的線上檔案展覽服務，線上展覽系統畫面係依日

期或主題字母順序排列，並提供檔案展覽簡介及檔案內容影像。線上展覽網

站的設計相當簡單，使用了大量的分層樹狀架構，內容相當豐富。 

4.出版書刊 

   TNA出版多項檔案出版品，如研究指南、專書、期刊、雜誌等。TNA出

版品除了文件保存期刊(Recordkeeping Magazine)與相關法規，可部分於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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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載外，更於網站上設置網路書店，提供有關家庭檔案、軍方資料與歷史

性質之出版品、圖書介紹，並且提供使用者直接於線上訂購的功能。(註73)

主要推廣方式是根據使用者興趣，利用館藏編輯出版書籍或材料，如館藏指

南、某方面的館藏資料、家族史等。各檔案館配合中學歷史教學，編輯出版

關於印度歷史的小冊子，以配合相關學生讀者。蘇格蘭國家檔案館也編輯出

版了很多種類的資料或書籍。編輯出版物是檔案館唯一按市場規律創造經濟

效益的推廣項目。 

5.公共關係 

    英國國家檔案館設有與媒體聯繫的相關人員，定期和媒體聯繫，通報檔

案工作情況，必要時舉行新聞發佈會、記者招待會。形成較大的影響力，讓

人們更加瞭解到檔案和檔案工作。 

6.網站服務 

TNA網站(如圖2-4)主畫面採上下兩層式呈現，上半層提供主要功能選單

，下半層約四分之三畫面為網站主題呈現主畫面，係以呈現檔案新議題；在

網站中會針對TNA館舍介紹、參觀資訊、進行中相關計畫及會議資訊等，同

時建有家族史檔案中心，提供英格蘭地區家族史及族譜之資料、稅務以及人

口普查統計等相關資料，皆具有相當特色的國家檔案。 

在首頁下半層左側點選「研究與學習」選單，可連結家族史、地方誌、

國防史、學術研究，甚致還有兒童學習網頁，搭配卡通造型之圖示，以及兒

童相關議題，如火車相關檔案知識等。另外針對檔案人員設計專區，提供整

理檔案之相關資源，包含相關檔案法令、政策、訓練教材和作業標準與方針

、電子檔案管理等作業。在首頁中亦提供線上購買相關的檔案商品，如書本

、雜誌及圖片等。(註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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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A、大英圖書館、印度事務部檔案館、中外館藏部以及蘇格蘭國家檔

案館已經組成了聯合網路，向世界打開了國家檔案館的大門，各國可以透過

聯合網路查看蘇格蘭的檔案資料，其在網路上舉辦線上檔案展覽，建立網路

書店，公佈出版訊息；開展線上互動式交流，使用者對於補充檔案資料的想

法及意見，可直接在網站上張貼，有利於集思廣益。為了拓展檔案推廣的渠

道，還將檔案網站與其他網站進行連結，從而使檔案的觸角伸到各方，不需

要在檔案網站上才見的到檔案訊息。TNA為吸引人們利用網路、幫助人們熟

悉網路操作，還在館內展區開闢了「網路區」，供人們自由應用。 

 

圖2-4  TNA網站(The National Archives) 

資料來源：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default.htm(檢索日期： 

2009/3/15) 

7.檔案月活動 

 英國的檔案推廣活動是以檔案推廣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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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推動下，在每年的10月至12月在英國各地，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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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公私立檔案機構或是城市及鄉鎮檔案館，都會在這個季節推出相關的推廣

活動，TNA也建置了專用的宣導網站，提供英國各地所舉辦的檔案月活動指

引，該網站提供以地區、活動日期及活動方式，導引瀏覽在各地舉辦的相關

活動，是查詢英國所有檔案推廣活動的指引網頁。此外，英國檔案推廣月活

動還有展覽、研討會，以倫敦為例，根據在網站上所公佈檔案推廣月辦理的

主要活動，包括：與英國傳播電視公司(BBC)合作，介紹10位歷史人物，重

現其當年手稿、錄音或錄影紀錄，並邀請其家人或後代受訪，透過節目介紹

人物史實及珍貴的檔案資料；或是以線上展覽方式，介紹18世紀至今有關加

勒比海(Caribbean)相關的重要檔案，提供加勒比海殖民、文物及其與英國關

係之檔案文物展。(註75)  

8.提供檔案管理人員諮詢服務 

   TNA除提供一般使用者及研究者在檔案應用方面的參考諮詢服務外，也

針對英國全國的檔案管理人員提供參考諮詢服務。其參考諮詢的領域包括檔

案管理作業規劃、檔案庫房設置規劃、檔案維護保存等，並在網站上提供負

責業務的諮詢顧問的名單、所屬單位以及電子郵件位址，以供全國檔案管理

人員詢問。 

9.研究者參考服務 

    TNA除了提供一般使用者服務之外，亦針對研究人員提供特別的參考服

務，主要有：(註76) 

(1)線上資源服務 

    TNA提供研究者可以在國家檔案館的網頁上找到所需要的資源，藉由網

站指引，甚至可協助研究者在檔案館中找到其他更多相關的可利用資源。研

究者可以利用學術研究(Academic Research)找尋所需要的資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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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研究資源：提供各種已開放使用的檔案資料，也提供大學生或畢業生學術

性的服務。 

B. 文獻的合法使用：提供文獻的合理使用及複印服務，並提供可以直接在線

上瀏覽的檔案資料。 

C. 線上教學及學習材料：提供民眾線上學習的功能。 

D. 資源中心和圖書館：藉由和圖書館合作提供更完善的資料傳遞服務。 

E. 大學出版品：提出各大學有研究價值的各式出版品目錄。 

F. 版權問題諮詢：可以利用電子郵件的方式詢問資料的版權相關問題。 

G. 意見調查：利用問卷調查以瞭解使用者的需求，提供館藏徵集的參考。 

(2)獨立研究員諮詢收費服務 

    TNA提供獨立研究員的諮詢服務，藉由館方所提供的各項專長領域的獨

立研究員名單，研究人員可以找到他們需要尋求協助的對象及連絡方式。而

收取的費用也是依照每位獨立研究員而定，沒有一定的收費標準。這些獨立

研究員所專長的主題領域包含族譜與傳記、澳洲犯罪檔案、人口調查、海岸

警備隊、關稅與消費稅等，多達28項主題領域。此外，由於這些獨立研究員

不是國家檔案館的雇員，而是各個領域中具有相當的學術權威，願意承擔在

國家檔案館研究檔案。因此，國家檔案館無法仲裁委託員和被委託顧問之間

的糾紛與衝突。 

10.其他方式 

 如：依據社會需求舉辦專題講座；與旅遊中心合作，帶遊客來參觀檔案

館；根據檔案記載，演出古代服飾的化裝舞會和仿效過去的慶典活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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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與參觀者舉行聯歡或詩歌朗誦會；拍攝反應檔案和檔案事業、檔案部

門的電視劇等方式，以推廣檔案應用。(註77)  

 

三、加拿大 

(一)檔案推廣部門 

加拿大於2004年5月21日將國家圖書館與國家檔案館兩者合併，名為「加

拿大圖書館暨檔案館」(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簡稱LAC)，隸屬於加

拿大資產部(Department of Canadian Heritage)附屬單位:部會層級事務部

(Portfolio Affairs)之下的一個機構；LAC負有蒐集與保存加拿大任何型態的文

獻資產，其成立的目的是可提供一體到位的檢索，凡是與文化、社會及政治

發展有關的資料、照片及文件等都屬於其範圍。 

LAC組織中的溝通室(Communications Office)之下設有創意服務

(Creative Services)、行銷(Marketing)、公共關係(Public Affairs)等部門，專責

檔案有關行銷與推廣工作。政府文書處(Government Records Branch)之下設

有服務改進及發展室(Office of Service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服務處

(Services Branch)等部門，負責有關檔案應用服務項目，如調閱服務、複製、

機構間的互借、研究與參考服務等等。(註78) 

(二)檔案推廣項目 

加拿大對於檔案推廣相當重視，為讓民眾能夠在家裡瀏覽檔案原件的影

像，特別重視檔案的數位化，其他的檔案推廣方式包括：檔案使用指導、出

版書刊、檔案週、檔案展覽、說故事以及簽書會、演講等多樣且生動的活動

，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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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檔案使用指導 

    檔案使用指導是一種使用者教育方式，為提高檔案的使用率，LAC就其

展覽內容提供免費的導覽服務，但需是10人以上之團體，服務的時間為每日

早上9時至下午5時，時程約1小時，需事先預約並同時說明需以英語或法語導

覽。(註79) 

2.出版書刊 

    LAC提供出版品資源連結與介紹，包括紙本出版品及線上出版品。編輯

出版品可以幫助社會大眾瞭解檔案的潛在價值與館藏情況，出版品資源連結

與介紹可讓各類型的讀者掌握檔案出版的最新趨勢，例如學者、教師、檔案

專業人員、研究生、一般民眾等族群，以達到推廣的作用。(註80) 

3.檔案週活動 

    加拿大的檔案推廣活動，包含每年各省辦理的「檔案週」活動。早在1973

年，「加拿大資產基金會」(Heritage Canada Foundation)訂定每年2月的第3個

星期一為「全國資產日」(National Heritage Day)，此外，有幾個省也舉辦了

該省的檔案推廣活動，例如：在安大略省(Ontario)，訂定每年4月份的第一

個禮拜為檔案認知週(Archives Awareness Week)，在薩斯喀徹溫省

(Saskatchewan)，運用每年2月份的一整個禮拜舉行檔案週，在英屬哥倫比亞

省(British Columbia)則訂定每年11月的第3週為檔案週，而在艾伯塔省

(Alberta)，通常會在每年10月份的一整週來舉辦檔案週，在許多省份及組織

的網頁上有一系列關於檔案週活動的介紹。(註81)  

4.舉辦檔案展覽    

加拿大舉辦實體與線上檔案展覽，其檔案展覽類型相當多元化，較知名

的展覽主題包括：2004年6月份的法國文化登陸美洲400年紀念特展、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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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各民族食譜展、新法蘭斯水利圖以及詩人的手稿展等。加拿大國家檔案

機構與美國NARA一樣，也建制了內容豐富的線上展覽。線上展覽的主題如

下：「原住民」(Aboriginal People)、「探索與安頓」(Exploration and Settlement)

、「譜系與家族史」(Genealogy and Family History)、「政治與政府」(Politics and 

Government)、「運動」(Sports)、「戰爭與軍事」(War and Military)、「郵票與

郵政史」(Philately and Postal History)、「黑人歷史」(Black History)等各種主

題。 

5.檔案數位化 

    加拿大國家檔案館藏的數位化，提供了各種資料推廣的一大助力。人們

可以透過ArchiviaNet，依國家檔案館所提供的連結進入與下列相關的議題館

藏，包括：地方、人物、戰爭、原住民、郵政檔案。這些館藏不但提供民眾

線上閱覽，而且也提供訂購的服務，包括各種類型的資料形式：文字性文件

、照片、檔案藝術品與郵票紀錄、視聽資料、製圖與建築紀錄、微縮捲片。

在檔案的推廣方面，更考量個別化的需求。 

    LAC透過加拿大線上研究與諮詢工具，稱為ArchiviaNet，提供人們能夠

實際觀看到各種原始文件的保存狀態，也可運用網路上提供各種不同檢索方

式，讓民眾瞭解檔案機構所保存的各種館藏，以及各種文件保存支援經費的

來源。數位化資料介紹包括： 

(1)一般性財產目錄(General Inventory)：針對各種媒體類型的政府或私人資

源進行統整性的介紹，包括經費來源、館藏、系列收藏、檔案、案件。 

(2)研究指引(Research Guides)：提供探索人員針對某一個特定的議題計畫探

索的策略，例如：有關原住民的議題、郵票檔案、或族譜檔案資料。 

(3)深入介紹(Detailed Descriptions)：提供特定的探索協助以進入更特定的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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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例如：同一系列的資料、或者個別的資料。 

(4)虛擬展覽(Virtual Exhibits)：透過主題的探索，特定類型的資料得以呈現

於螢幕，讓人們透過虛擬的方式取得。 

(5)線上服務(Online Services)：以ArchiviaNet提供各類的線上服務，例如：

微縮資料與照片資料的取得。 

(6)族譜資料(Genealogy)：提供如何探索族譜資料的方法。(註82)  

6.網站服務 

LAC館藏資源相當豐富，涵蓋有音樂、歷史、文學、經濟等主題，形式

有書籍、文件、照片、書作、CD、Video等，使用者一進入LAC歡迎首頁時

，即可選擇英語或法語兩種語言，使用者可在網站中同時找到檔案館與圖書

館兩種不同類型典藏資源。在網站首頁(如圖2-5)中可以進入館舍導覽，除了

提供國家檔案館導覽、檔案複製、使用規則等服務介紹，以及LAC各項公告

資訊、紙本及線上出版品、檔案展覽介紹等相關連結資訊。此外，還有線上

資庫，依資料形式與主題分類，提供檔案資源連結、進行研究及線上查詢。 

另設有宗譜研究網站，以提供宗譜研究之相關資訊；為協助政府機關制

定檔案處理方案、檔案保存與移轉等管理服務，在保存服務專區中提供國家

檔案館的各類保存服務，及其相關資源連結，亦可連結至檔案館之友網站，

而檔案的檢索採獨立網頁稱為ArchiviaNet。(註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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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LAC網站(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資料來源：http://www.collectionscanada.gc.ca/index-e.htm (檢索日期：

2009/3/26) 

7.說故事以及簽書會活動 

    加拿大為推廣檔案，每個月固定舉辦一次故事之夜，由「渥太華說故事

者」的組織所舉辦，活動採取較輕鬆的方式，聆聽從初學者到專家級的說故

事者講述他們各式各樣的故事。另外，LAC也有類似NARA所舉辦的簽書會

活動，但是形式較為輕鬆，是以午餐的方式與作者對談，其作品大多是以短

篇故事為主。 

8.演講 

    演講是以歷史方面的題目為主，例如：古代的達西亞(現在的羅馬尼亞)

所擁有的黃金與白銀寶藏；藝術史家與科學家如何共同合作辨識出贗品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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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以及古代藝術品的發現如何刺激藝術市場以及贗品的製造。「渥太華檔案

之友」則是在兩個月的期間舉辦了「渥太華歷史演講系列」，請專家學者針對

加拿大國家檔案機構所在的渥太華地方史進行深入淺出的演說。值得注意的

是，由於加拿大是雙語國家，因此雖然英語仍是主要語言，但是某些場次的

演講仍是僅限法語。 

9.其他 

    除了說故事與演講等活動之外，檔案機構還舉辦一些特別節目，包括了

家譜工作坊、青年文學藝術工作者表揚、渥太華國際作家節、舊書特賣會等

等。其中最有趣的是由一位說故事者與一位歌謠演唱者，邊說邊彈唱地訴說

1929年在5位傑出女性的奮鬥、智慧與不斷的付出之下，加拿大女性終得以被

承認為「人」的故事。加拿大檔案機構所舉辦的電影展除了與歷史檔案相關

默片展之外，也展出包括以各國為主題的電影，例如：加拿大、南韓、日本

、烏克蘭等國的電影。(註84)  

 

四、新加坡 

(一)檔案推廣部門 

新加坡國家檔案館(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簡稱NAS)成立於

1968年，為新加坡檔案專責管理機關隸屬於國家文化局（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負責蒐集和管理新加坡的歷史文獻與檔案。組織方

面，現有業務單位包括檔案服務處(Archives Service)、檔案修護組

(Conservation Unit)、文件處理處(Records Management Division)、微縮片製

作組(Micrographics Unit)、口述歷史中心(Oral History Center)、視聽檔案與

展覽組(Audio-Visual Archives and Exhibitions Unit)、古蹟保存局(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歷史文物組(Historic Sites Unit)等。為使檔案管理更趨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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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發展，該館已陸續增設聲像、電子及古跡研究等三個組。(註85、86) 

NAS並未設置單獨的檔案應用推廣部門，而是分別於檔案服務組及視聽

檔案與展覽組等，提供檔案顧客之諮詢及檢索服務，檔案巡迴講座與定期或

不定期之展覽活動，以及相關刊物與服務說明文件之印製等檔案應用推廣之

相關服務，且基於檔案原件之維護立場，該館在檔案閱覽應用上多以微縮片

之提供為主。 

基於對國家歷史之重視，期望民眾對於國家的歷史與文化背景，能有充

分之認識與瞭解，該館採多元性之方式管轄與典藏各種文物，凡具有歷史價

值之文物，均為該館負責徵集與維護範圍，並以積極主動之策略，辦理各項

檔案應用與推廣活動，而且利用錄音帶、錄影帶、微縮片、照片等多種儲存

媒體，呈現出多樣化的檔案應用與推廣型態。(註87) 

(二)檔案推廣項目 

NAS為增進普羅大眾對檔案的認識，該館投資相當多努力在吸引大眾對

國家檔案和文化遺產的重視，將檔案中的圖片、地圖、建築藍圖等數位化，

並舉辦線上展覽，讓中小學生和全國民眾都可以取用。配合國民教育，將與

中小學有關的題材編成教學教材，目前採取免費租用方式提供中小學教師輔

助教學，未來考慮酌收工本費。同時規劃旅行式展覽，學校可以向NAS館租

借，每次7天收費200元坡幣，亦開放學校帶學生到檔案館參觀，進行校外教

學。國家檔案館與其他博物館合作，積極從事延伸計畫來達到宣傳檔案館使

命和推廣收藏品。目前NAS所進行的推廣專案計畫有：出版刊物、舉辦展覽

、導覽服務、學生方案、學生專題以及公眾教育等，茲說明如下：(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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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版刊物 

    NAS在網站上會提供出版品資訊，公佈的資訊有書名與價錢，目的引起

學生、研究人員及社會大眾的關注，吸引民眾前往國家檔案館探索新知，國

家圖書館運用出版品保存了新加坡專屬的記憶，成為一種檔案推廣的途徑。(

註89)  

2.舉辦檔案展覽 

(1)靜態展覽 

    2002年檔案館運用館藏資源成立鴉片山崗戰爭紀念館(BUKIT 

CHANDU)，透過生動的展覽，帶領參觀者回到1942年，體會馬來兵團以1,400

人對抗13,000日本入侵者，視死如歸，寧死不屈的精神。展覽廳裡展示了當

年的照片、地圖以及許多具歷史意義的資料，詳細描繪抗戰事與馬來兵團裡

的生活，除了讚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士兵奮勇抗敵的精神，也教育人們關於

戰爭的殘酷與和平的代價。2003年已規劃完成在樟宜機場常駐展覽，以吸引

每年出入新加坡機場之750萬訪客。 

(2)旅行式展覽 

    目前NAS的旅行式展覽地點多半是學校、社區、社團、民眾活動中心、

購物中心等民眾聚集地點。全民均可以收費方式接受預約展出，每次7天，收

費200元坡幣。 

(3)線上展覽 

    NAS提供線上展覽之服務，係結合亞洲文明博物館、新加坡藝術博物館

、新加坡歷史博物館等相關博物館資源，透過動畫呈現出新加坡檔案館在過

去、現在甚至未來在校園或其他地點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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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導覽服務 

導覽服務的重點在介紹檔案館如何運作以及如何申請與利用檔案。NAS

招募志工協助導覽服務。針對教師和學生則編有教育導覽套冊(Educational 

Tour Packages)，包括教師導覽手冊和學生學習單，亦有特別為學校帶領同學

進行校外教學之導覽手冊。 

4.學生方案 

學生方案包括實習和專題計畫兩項。針對需要實習的學生，NAS提供實

習方案，每年都可以提供學校進行申請。這個方案只在介紹NAS以及檔案館

的功能給這些實習的學生，讓他們可以熟悉檔案館的保存、自動化及研究等

相關的活動。學生可以和專家互動，增加他們未來選擇職業的參考。透過這

些活動，學生可以吸收正面的檔案工作價值觀和態度。 

5.提供學生實習 

    每年NAS接受許多學校或高等教育機構的學生，申請學生專題，協助學

生可以在新加坡國家檔案館中把課堂所學的知識和技能作一呈現。學生的作

品只要符合國家檔案館的使命，NAS都將收藏展示。如：「昨日青年展」(Youth 

of Yesteryears Exhibition)即為Temasek Polytechnic 4年級學生在2000年7月到

10月的實習成果，運用課程所學之網路出版和多媒體設計技術，展現1960年

代至今的青年人生活型態，探索主題包括甜蜜的家、阿拉真主、健康的身體

、健康的心靈、多彩多豔、搖滾一點二點三點等。 

6.網站服務 

(1)NAS網站 

NAS網站(如圖2-6)分為組織簡介、館藏、服務事項、公共教育及相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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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品、商品等主題。首頁連結NAS簡介及組織介紹，在館藏連結部分介紹政

府公共文書檔案、私人文件、口述歷史紀錄等各項館藏資料。網站中設有檔

案參考室，協助使用者運用檔案資源及各項參考工具，並可連結至檔案資料

庫。主功能選項中設計有服務事項專區，介紹館內所提供之保存服務、諮詢

服務、研討會及課程等服務資訊。公共教育中則可連結線上旅行式展覽及線

上展覽。 

此外，該網站提供美國、加拿大等國家檔案館網站連結，亦提供新聞訊

息及詳述NAS所進行的各項專案計畫，以喚起民眾對國家檔案及文化遺產的

重視與保護；在創新作為上，NAS嘗試開發具有特色之影音檔案線上服務，

不同於傳統檔案館網頁之沈穩畫面，而改以輕鬆活潑的風格以吸引年輕族群

應用檔案，相當令人耳目一新。 

 

圖2-6  NAS網站(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資料來源：http://www.nhb.gov.sg/NAS /(檢索日期：200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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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2O網站 

    NAS體認到資訊科技的迅速崛起，對各行各業產生相當大的衝擊，為因

應網路知識經濟時代，培養民眾的檔案素養，與姊妹館「國家遺產保存中心

」(Heritage Conservation Centre,簡稱HCC)，於2000年7月3日合力建置了

a2O(Archives and Artifacts Online Singapore)線上資料庫查詢入口網站(如圖

2-7)，館藏資料分為照片、有聲資料、名人演講資料、地圖建築資料、私人

紀錄及政府資料等六種；為民眾提供24小時的查詢服務，每種查詢雖然版面

不同，但有其共通特色，如常見問題集、意見信箱、使用引導等單元，且都

附有意見調查表，隨時蒐集使用者意見作為改進參考。由於該網站的設置讓

使用者能夠輕鬆地在家查閱國家檔案館的資料，同時，也能更方便地讓世界

各地的研究人員查閱該館檔案，使檔案的應用層面更為寬廣。(註90) 

 

 

 

圖2-7  a2O網站(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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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http://www.a2o.com.sg/a2o/public/html/(檢索日期：2009/4/16) 

7.發行紀念品 

NAS為加深民眾對檔案的印象，販售一系列與民眾生活有關的檔案紀念商

品，如海報、明信片、馬克杯、鑰匙鏈、筆、筆記本、置物袋、水壺、T卹

、傘等。 

 

五、中國大陸 

(一)檔案推廣部門 

中國大陸的國家檔案局成立於1954年11月8日，為最高國家檔案事業管理

機關，直接隸屬國務院，負責國家檔案保管、應用和全國檔案事業行政管理

，並依法統籌規劃、監督與指導全國檔案管理事業。該局目前管轄中央檔案

館、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及中國第二歷史檔案館等三個國家檔案館，該局組

織體系主要設有行政辦公室、檔案館業務指導司、經濟科技檔案業務指導司

、政策法規研究司、檔案資料保管部、檔案資料利用部、技術部、行政財務

司、外事辦公室等九個部門。 

中國大陸之國家檔案局則設有宣傳處，其主要職能為增強社會檔案意識

，發展專業服務。該局的檔案資料利用部門，以及中央檔案館、第一歷史檔

案館及第二歷史檔案館設置的相關檔案資料利用部門，因其業務職掌除了負

有提供使用者查閱摘錄或複製檔案之服務外，亦負責研擬相關推廣出版工作

的發展與規劃，推動有關檔案推廣與宣傳工作，辦理以及研編出版檔案史料

工作之職能，因此亦具有檔案應用推廣之功能。（註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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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推廣項目 

中國大陸對於檔案應用的推廣不遺餘力，1956年就開始舉辦檔案展覽活

動，中央11屆三中全會後，檔案展覽活動更日漸普及，甚至在某些省份的檔

案館設有檔案日，並配合國際檔案日舉辦相關慶祝活動。此外，在各檔案館

的工作通則中，檔案館亦應提供使用者查閱摘錄或複製檔案之服務，辦理檔

案史料研究和彙編工作，持續以計畫性的方式編輯出版各種檔案史料，以及

必須積極推廣有關的學術研究工作。以及由中央檔案館、第一歷史檔案館及

第二歷史檔案館等陸續出版一系列之檔案史料，均提供學術界歷史研究者大

批之參考資料。其主要推廣方式包括：出版書刊、檔案展覽、媒體宣傳、建

置網站、國際檔案週及檔案日活動、檔案知識競賽、檔案徵文及書畫攝影比

賽、檔案專題講座及演說、讓檔案館更具特色以吸引民眾前來等方式，說明

如下：(註92)  

1.出版書刊 

(1)史料彙編 

編輯出版檔案史料彙編，將檔案訊息直接介紹給社會大眾，這項工作的

關鍵在於選擇社會所需要的、公眾感興趣的主題，例如：中央檔案館編輯出

版的「共和國五十年珍貴檔案」、「中國共產黨八十年珍貴檔案」，就引起了社

會各界的廣泛興趣。 

(2)檔案指南 

編輯出版檔案館指南，指導大眾如何從檔案館獲得幫助，這是檔案館的

最基本推廣方式，是指導使用者的實用手冊。目前中國大陸的絕大多數省級

以上國家檔案館都出版了自己的指南，相當於一部分省級以下國家檔案館也

已出版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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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檔案專業書藉 

出版與檔案、檔案工作有關的其他書籍，幫助社會大眾以多種角度瞭解

檔案和檔案工作。中國大陸設有專門的出版社，例如：中國檔案出版社，負

責出版檔案專業書籍，截至目前，中國檔案出版社已出版了四百多種與檔案

有關的書籍，為了使檔案專業人員以外的使用者在接觸這類的檔案書籍時，

不顯得枯燥乏味，出版者和作者都十分注重以多樣化的體例、結構、表述方

式來吸引讀者產生閱讀的興趣。 

(4)檔案專業期刊 

專業期刊方面包括由國家檔案局出版的「中國檔案」、第一歷史檔案館主

辦的「歷史檔案」，第二歷檔案館主辦的「民國檔案」，以及「蘭臺世界」等

，檔案期刊始終努力於促進檔案專業交流的同時，不斷突顯期刊的社會性，

及在保持檔案特色的前提下，努力滿足社會大眾的閱讀需要。這些檔案期刊

多為月刊或雙月刊，期刊設置的「檔案與社會」、「史林漫步」、「往事尋蹤」

、「檔案揭密」、「檔案你我他」、「百姓收藏」等多種精采的檔案內容，拉進了

檔案期刊與社會大眾之間的距離，期刊的讀者群也因此逐步從檔案專業人員

向非檔案人員擴展。 

(5)檔案報 

創辦世界上獨有的國家級檔案專業報「中國檔案報」，這份針對社會大眾

發行的報紙每週出版兩期，以「有專業深度，無行業界線」為特色，力求雅

俗共賞，人人皆宜。2001年1月，該報又創辦了集結知識性、趣味性、休閒性

於一體的「檔案大觀」副刊，其公佈檔案、考證史料、論述史實、鑑賞真品

等豐富內容，有效的吸引了越來越多的社會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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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舉辦檔案展覽 

各級國家檔案館建設愛國主義教育基地，利用館藏檔案對社會大眾進行

中國共產黨黨史、國家和地區發展史教育。如中央檔案館被命名為「全國青

少年教育基地」，每年都接待數千名參觀者。除此之外，更緊密配合重大紀念

活動，舉辦特定主題的檔案展覽，如中央檔案館參與主辦的「肩負人民的希

望—紀念中國共產黨成立八十週年圖片展」，吸引了共產黨國家領導人以及各

界群眾一百多萬人參觀，引起了社會大眾極大的迴響。 

舉辦檔案利用效益展覽，以典型事例介紹檔案在加快經濟建設、推動科

技進步、促進社會開展等方面的具有重要作用。這類展覽形象生動、具體，

容易給參觀者留下深刻印象，各級檔案機構多有舉辦。以新中國檔案事業發

展過程為基本脈絡，舉辦檔案工作成就展覽，幫助社會大眾全方位瞭解檔案

工作，第13屆國際檔案大會期間舉辦的中國檔案事業發展成就展，以及各級

國家檔案館在館內常設展室介紹本地區檔案工作的發展狀況，都是針對大眾

的展覽，並且取得了很好的推廣效果。 

此外，並舉辦歷史檔案真品展覽，讓社會大眾從中瞭解中華民族的悠久

歷史，領略人類文明的精華，感受檔案紀錄歷史、承載文化的作用。2002年5

月，西藏自治區檔案館與上海市檔案館聯合舉辦的「走進西藏—來自檔案館

的精品」，展覽在上海開幕，以大量珍貴的檔案說明了藏民族與中華大家庭的

血脈相連，藏民族優秀的歷史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寶藏中的重要組成成分，

吸引了許多上海市民前往參觀。 

3.公共關係 

除了檔案機構自辦報紙、期刊發展宣傳工作，中國各級檔案機構十分重

視借助影響面更廣的大眾傳播媒體發展檔案推廣。在中央一級檔案館，採取

邀請記者採訪檔案工作重要活動等方式，透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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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電視台等向大眾傳播檔案和檔案工作的訊息。地方各級檔案機構也採取類

似方式，與當地主要媒體保持密切合作關係，透過他們擴大檔案工作的社會

影響力。利用檔案訊息資源編輯製作系列電視節目，拍攝連續劇，使檔案推

廣更加生動，對社會大眾更具吸引力。例如：共和國腳步、紅旗飄飄—中國

共產黨歷史上的今天等電視節目在全國多家電視台播映，獲得普遍好評。檔

案工作者走進電視台、廣播電台，就檔案議題與社會大眾進行溝通。還有的

檔案機構製作檔案知識競賽電視節目，吸引大量的電視觀眾參與其中。 

4.網站服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檔案局網站中提供主要領導、職能介紹、政策法規

、檔案館室業務工作、經濟科技檔案工作、檔案科技、檔案教育、國際交流

及政府訊息等主題功能，並可與各省檔案館、第一歷史檔案館及國際檔案理

事會等網站連結。網站上亦提供線上展覽及各地區檔案報、中國檔案期刊及

檔案出版品訊息。(註93) 

5.舉辦國際檔案週及檔案日活動 

中國大陸雖然沒有加入國際檔案理事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ICA)，但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准，舉辦國際檔案週以及檔案宣

傳週、檔案宣傳日活動，採取在公共場所散發宣傳資料、答覆諮詢、設置展

覽等形式，把檔案推廣推向高峰，例如：首次「國際檔案週活動」於1972年

10月1日至12月25日舉行，中共國家檔案局響應國際檔案理事會的邀請，在北

京舉行一系列的慶祝活動：國家檔案局舉辦電影週，放映多部歷史資料影片

；郵電部發行1套3枚特種紀念郵票，票面圖案分別由中央檔案館大樓、明清

兩代檔案庫皇史宬和存放檔案的金櫃；中國人民大學舉行了檔案科學討論會

，並正式宣布成立該會的籌備委員會；中央檔案館舉辦了建館20週年慶祝活

動，吸引了黨內領導人以及學術界知名人士共襄盛舉，並參觀了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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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珍貴歷史檔案、文獻、照片陳列室，由「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發表

了「北京舉辦國際檔案週慶祝活動」的消息。 

第二次「國際檔案週活動」於1984年9月至1985年12月舉行，有85個國家

的150個檔案館和檔案學會共同舉行慶祝活動，中共國家檔案局和中央電視台

聯合編製了英文版「中國檔案的歷史與現狀」電視劇，該電視劇與加拿大、

美國、英國、蘇聯等13個國家攝製的同類題材電視劇一起，由國際檔案理事

會檔案專業處組織巡迴放映，第一次向世界各國系統性地介紹了中國檔案工

作的悠久歷史和發展現況。(註94) 

上海市檔案館、廣東省檔案館設立「檔案館日」，向社會開放檔案館，透

過檔案館與社會和民眾的互動，加強溝通，在增進社會對檔案館及檔案的瞭

解的同時，也為檔案工作者瞭解社會和民眾及其對檔案和檔案館需求間搭起

了橋樑。(註95) 

6.舉辦檔案知識競賽活動 

舉辦對象為社會大眾的檔案知識競賽，激勵大眾參與檔案活動的興趣，

透過社會大眾的廣泛參與增加檔案推廣的效果。 

7.舉辦檔案徵文及書畫攝影比賽 

以檔案專業報刊為媒體，舉辦徵文比賽、書畫攝影比賽等，使社會大眾

在參與過程中深化對檔案、檔案工作的認識和理解。 

8.舉辦檔案專題講座及演說 

透過檔案專題講座、檔案演說比賽、檔案文藝演出等形式向社會大眾進

行推廣宣傳，擴大檔案工作的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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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置具有特色的檔案館建築 

    建設具有鮮明特色的標誌性檔案館建築，大力倡導將各級國家檔案館建

成能夠充分發揮檔案館各項功能、具有文化及地方特色、有現代氣息的標誌

性建築，以期給社會大眾留下深刻的印象，自然而然地吸引更多的社會大眾

到檔案館中尋求協助，並且把檔案館作為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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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綜合上述一至四節可得知，自1960年代開始，檔案管理單位為提昇社會

大眾對檔案素養及應用率，將營業組織行銷組合中的推廣模式，運用到檔案

管理單位中，並利用現有的服務項目、場所及網際網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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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達到應用檔案的功能。而美國、英國、加拿大、新加坡、中

國大陸各國家檔案館在檔案推廣方面，有的雖未設有專責的推廣部門，但均

都有從事檔案推廣的業務，推廣的活動項目也內容豐富、形式多元且深具意

義，以下針對檔案推廣部門及主要的活動項目兩部分予以簡單的分析，並製

作比較分析表。 

一、檔案推廣部門 

各國檔案管理單位為了促進檔案開放與應用，充分發揮檔案功能，英國

、加拿大及中國大陸設有專責的推廣部門，美國、新加坡雖未設有單獨部門

，但在整體的組織職掌內容上均有辦理應用服務推廣的項目，可見各國對於

檔案的推廣相當重視，各國檔案推廣部門比較表如2-1。 

表2-1 國外檔案推廣部門比較表 

比 較 項 目 美 國 
國家檔案館 

英 國

國家檔案館

加 拿 大

國家檔案館

新 加 坡 
國家檔案館 

中 國 大 陸

國家檔案館

設 置 有 專 責 

檔 案 推 廣 部 門 
 ◎ ◎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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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推廣項目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各國的檔案推廣活動許多由傳統的展覽、出版書

刊、教育服務等，發展到館藏檔案數位化、建置網站、線上展覽、館際合作

或線上資源服務等，使民眾從認識到接觸檔案可採取多元的管道。此外，美

國、英國以及加拿大舉辦檔案週或檔案月活動，由各州分別策劃不同而多樣

性的活動，所涵蓋的範圍大致為檔案展覽、研討會、發送文宣、教育民眾、

懷古之旅等；英國國家檔案館針對研究人員提供特別的參考服務；新加坡國

家檔案館有提供學生實習方案，讓學生可以熟悉檔案館的保存、自動化及研

究等相關的活動，獲得正面的工作價值觀和檔案觀念；中國大陸則創辦世界

上獨有的國家級檔案專業報、以及建設具有鮮明特色的檔案館建築，大力倡

導將各級國家檔案館建成能夠充分發揮檔案館各項功能、具有文化及地方特

色、有現代氣息的標誌性建築，給社會大眾留下深刻的印象，自然而然地吸

引更多的社會大眾到檔案館中尋求協助，各國的推廣方式則有以下的異同之

處，比較表如2-2。 

一、相同處 

皆有辦理的推廣項目包括：檔案展覽、出版書刊、館藏數位化、建置網

站、紀念商品等項目。 

二、相異處 

各國的檔案推廣不同項目有視訊會議、學生實習方案、檔案徵文及書畫

攝影比賽、拍攝檔案電視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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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國外檔案推廣項目比較表 

比 較 項 目 美 國

國家檔案館

英 國

國家檔案館

加 拿 大

國家檔案館

新 加 坡 
國家檔案館 

中 國 大 陸

國家檔案館

檔案展覽 ◎ ◎ ◎ ◎ ◎ 

出版刊物 ◎ ◎ ◎ ◎ ◎ 

網站服務 ◎ ◎ ◎ ◎ ◎ 

館藏數位化 ◎ ◎ ◎ ◎ ◎ 

紀念商品 ◎ ◎ ◎ ◎ ◎ 

提供教學資源服務 ◎ ◎ ◎ ◎  

檔案月/週/日活動 ◎ ◎ ◎  ◎ 

族譜活動 ◎ ◎ ◎  ◎ 

演講 ◎ ◎ ◎  ◎ 

研討會 ◎ ◎   ◎ 

研究者參考服務 ◎ ◎    

遊戲、徵答等知識競

賽活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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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國外檔案推廣項目比較表(接續上表) 

比 較 項 目 美 國

國家檔案館

英 國

國家檔案館

加 拿 大

國家檔案館

新 加 坡 
國家檔案館 

中 國 大 陸

國家檔案館

新書發表會 ◎  ◎   

說故事活動 ◎  ◎   

拍攝檔案電視劇  ◎   ◎ 

運用公共關係 ◎ ◎   ◎ 

電子講習、視訊會議 ◎ ◎    

舞台劇活動  ◎ ◎   

提供檔案管理人員

諮詢服務 
◎ ◎    

結合旅遊參觀檔案

館 
 ◎    

舉辦聯合電影展   ◎   

提供學生實習    ◎  

書畫、攝影比賽     ◎ 

徵文活動     ◎ 

建築具有特色的檔

案館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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