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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有】 



前言 

檔案保存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要促進檔案開放應用 

檔案應用需求如何產生? 

有賴於檔案加值活化與推廣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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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有】 



 廣義：包括公私立機關(構)、社會組織、家庭、個人所產生的
所有紀錄，如文件、照片、書信、手稿、影音等 

 狹義：指政府機關產生、非現行文書、具保存價值之紀錄 
檔案法規 
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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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法施行細則：指各機關處理公務或因公務而產生之各種
紀錄資料及其附件，包括各機關所持有或保管之文書、圖片
、紀錄、照片、錄影(音)、微縮片、電腦處理資料等，可供
聽、讀、說、寫或藉助科技得以閱覽或理解之文書或物品。 

檔案意涵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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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家族 
 文書、檔案、圖書、文獻、資訊、資料等 

 檔案家族關係圖 

檔案 

資料 
資訊 

文書 

文獻 

圖書 
研究加值 

知識 

創意活用 

智慧 

檔案 

檔案意涵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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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推廣與行銷 

 推廣(outreach)：聚焦於組織工作或任務，設計

相關服務、活動或產品，並主動宣傳。例如，為

促進檔案應用，透過文宣、網路、教育等方式主

動介紹檔案服務項目及場所等訊息。 

 行銷(marketing)：以顧客為核心，是創造和傳

遞價值的一種功能和過程，依據標的運用不同行

銷策略組合與整合性的行銷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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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推廣與行銷 

 透過檔案行銷，可以創造與傳遞 
無形的: 
 檔案管理專業 
 檔案的價值 
 檔案的功能 

有形的: 
 檔案應用服務 
 加值產品 

期待顧客:認識檔案、產生需要、認同服務、優質
的檔案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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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推廣與行銷 

 例1 
新聞報導戶政機關
為民服務事績 
 情感共鳴 
 發揮檔案功能與
價值 

 讓內外部顧客認
識組織 

資料來源：https://tw.news.yahoo.com/%E7%BE%8E%E7%B1%8D%E5%A5%B3%E5%AD
%90%E4%BE%86%E5%8F%B0%E5%B0%8B%E6%A0%B9-%E7%9B%B8%E9%9A%9448
%E5%B9%B4%E7%B5%82%E7%84%A1%E6%86%BE-0427195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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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推廣與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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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923002360-26
0402 

 例2 
參加金檔獎 

 
 型塑機關信賴形象 
 良善的檔案管理 
 提升專業形象 
 全體動員增進機關對
檔案管理專業的瞭解
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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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推廣與行銷 

 例3.大學校史館(室) 
 透過檔案史料展示、出版及展覽，凝聚教
職員、學生的向心力 

 退休教職員、校友、家長的可以分享共同
記憶的園地 

 在地生活圈之一環 
 讓外部顧客瞭解學校辦學理念及經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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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推廣與行銷 
                                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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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推廣與行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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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7P) 內容 

產品(Product) 有形標的；無形標的 

價格(Price) 金錢或非金錢(時間、精神)；交換成本 

通路(Place) 取得產品之地點、時間、管道 

促銷(Promotion) 說服溝通；產生行動的動機 

人員(People) 提供產品或服務人員 

實體呈現(Physical 
Presentations) 周遭狀況；空間與功能；標示、符號 

過程(Process) 服務程序及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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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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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7P-產品 

 成功行銷的最大關鍵 
 必須根據目標市場加以定位 
 不一定是實質的東西 
 檔案產品可以是…….. 
 有形的人、物：例如服務人員、檔案典藏、目錄
檢索系統、出版品、展覽等 

 無形的觀念、經驗或服務：例如促進檔案開放應
用、參考諮詢服務、檔案利用指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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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7P-價格 

 不單是收費問題，顧客願意付多少交換成本 
 實際成本：例如出版品的價格，申請應用檔案
的時間、金錢、服務據點的交通便利性等 

 機會成本：例如參加檔案展覽或檔案管理工作
坊等推廣活動的同時，顧客必須犧牲他認為有
價值的其他活動，例如朋友聚會、逛街購物等 

 心理成本：例如使用者擔心查檢目錄或提出問
題的深淺會顯示自身資訊素養或程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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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7P-通路 

 可服務或擴散訊息的地點、時間、方式、管道 
 實體通路：檔案展可以巡迴展增加展覽時間及
地點，出版品可於多處書店展售。 

 虛擬通路：利用網路及行動載具遠距及不限時
間之優勢，提供線上檔案展覽、檔案檢索系統
、檔案申請及取件服務。文宣或出版品可透過
網站提供下載或銷售，設置專線電話提供諮詢
服務等。 

 公共關係：同質性的專業團體、地緣夥伴 
 免費的媒體託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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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7P-促銷 

促銷可說是說服溝通，包括透過廣告、人員
推廣、促銷、公共關係、直效行銷(如廣告
文宣、電子郵件或電話行銷)。 

推廣策略制定前先確定產品、價格及通路。 
推廣主要目的是確保目標顧客瞭解產品或服
務內容，並說服他們將體驗這些好處，並產
生行動的動機。 

推廣「產品利益」勝於「產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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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7P-促銷(續) 

例1.檔案檢索系統，推廣強調「彈指之
間取得第一手資料」勝於「遠距及24
小時服務」 

例2.落實檔案管理，推廣強調「專業提
升、獲得機關重視與資源」勝於「符合
法令規範」 

例3.檔案典藏維護，推廣強調「守護屬
於你我的珍貴記憶」勝於「建置標準環
境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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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7P-檔案促銷方式 

 英美檔案週活動 
 製作海報、標語廣為宣傳 
 印製書籤、月曆、手提袋等各式紀念品 
 辦理檔案故事徵文比賽 
 設計與檔案應用相關題目，辦理有獎徵答 
 辦理相關之研討會 
 舉辦懷古之旅，實地體驗導覽參觀 
 編製城市導覽手冊 
 配合機關重要紀念日辦理機關歷史回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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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7P-人員 

人員是 
－產品（服務提供者） 
－通路 
－推廣工具 
人員應接受專業訓練，具備產品的專
業知識及服務禮儀 

在服務型產品上，人員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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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7P-實體呈現 

服務場景三大要素 
 周遭狀況：交通便利性會影響顧客到訪意願，
空氣品質、溫度、噪音、音樂及氣味等會影享
響顧客到訪停留時間的長短。 

 空間與功能：依據服務內容安排適當的面積、
位置及動線，並配置需要之設備等。 

 標幟、符號及人工造景：設計服務場所運用多
元元素錦上添花，例如教育檔案展模擬懷舊教
室場景，提供觀展者更豐富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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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7P-過程 

 過程是指顧客獲得服務或產品之間有關的作業
程序、規範、管理與指導原則等。  

 建立服務過程標準和規範，有利於提高服務品
質的管理。 

例如:制定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規定-是品質管理依
據也是服務的承諾。 
 明確受理窗口、分工及作業程序 
 清楚標示作業表單、應備文件、服務地點及時
間-明定收費標準、處理及回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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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7P-小結 

行銷不是想到就做，必須系統性的計畫 

行銷不是單打獨鬥，需要團隊合作 

行銷不是做完就結束，要有評估及檢核
機制 

行銷要蒐整資料及統計以利後續分析及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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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加值與應用 

Tip1妥善整理及保存檔案：讓檔案有機會被看
到，詳實紀錄重要檔案、照片、影片或文物資
訊，掌握檔案狀況及訊息。 
Tip2養成挖寶習慣：發揮創意，從傳統「閱讀
」到聽、說、體驗，創造出大於檔案原本價值
的產品或服務。練就挖寶本領，歡迎選讀「檔
案鑑定」。 
Tip3量力而為：如資源有限或初試身手，從小
而周全出發，以小規模的服務、活動、份量小
的出版品或產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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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加值應用類型 

藉由分析使用檔案
內容，增加檔案被
使用的機會，或呈
現檔案內容給更多
人瞭解 

運用檔案型式外觀
之美，開發新產品
或重新賦予舊產品
新生命，以增加產
品價值 

以檔案原件蒐藏之
價值，重製檔案，
延伸檔案被保存之
價值 

原件複製 外型衍伸 活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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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複製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文殿試小金榜複製輸出 

國立故宮博物院 
泥金藏文寫本龍藏經 

26 

資料來源:http://museum.ihp.sinica.edu.tw/shop_detail.php?id=14  

資料來源: http://www.npmshops.com/main/modules/MySpace/PrdInfo.php?sn
=npmshops&pc=206101159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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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複製 

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 
獨立宣言原尺寸復刻 

 
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 
美國憲法原尺寸復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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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nationalarchivesstore.org/collections/doc
uments/products/declaration-of-independence-full-size-reprodu
ction 

資料來源: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store.org/products/u-s-
constitution-full-size-4-page-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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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型衍伸 

大英圖書館 
大憲章領帶 

美國國家檔案館暨文件署 
地鐵圖鵬雨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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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bl.uk/shop/magna-carta-silk-tie/p-419 

資料來源: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store.org/collections/accessori
es/products/auto-fold-metro-map-umbr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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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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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查檢工具：建置目錄系統、編製索引 
 研究出版 
 建置主題網頁 
 文宣品 
 製作教案或教材 
 檔案展覽 
 文創產品 

 【版權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有】 



檔案查檢工具─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NEAR 
https://near.archiv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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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查檢工具─國家檔案資訊網A+ 

https://aa.archives.gov.tw/ 
31 

【版權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有】 



研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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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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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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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素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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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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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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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於民國35年發行的紅色伍元臺幣製版樣券 
【版權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有】 



整合檔案內容，運用檔案素材 

活化檔案內涵，賦予檔案新的生命 

創造獨一無二的非凡價值 

結語─從舊檔案找新活水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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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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