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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檔案應用的檔案應用的檔案應用的檔案應用的「「「「馬斯洛馬斯洛馬斯洛馬斯洛」」」」現象現象現象現象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社交需求
包括對友誼、愛情以及隸屬關係的需求. 強調能為共事
的人所接受，開展有組織的體育比賽和集體聚會等業務活
動，並且遵從集體行為規範。

尊重需求
既包括對成就或自我價值的個人感覺，也包括他人對自
己的認可與尊重。不僅贏得了人們的尊重，同時就其內心
因對自己價值的滿足而充滿自信。

自我實現需求
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自我實現需求占支配地位的人，會
受到激勵在工作中運用最富於創造性和建設性的技巧。無
論哪種工作都可以進行創新，創造性並非管理人員獨有，
而是每個人都期望擁有的。

~摘自維基百科

Archive'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檔案應用的檔案應用的檔案應用的檔案應用的「「「「馬斯洛馬斯洛馬斯洛馬斯洛」」」」現象現象現象現象

檔案應用的檔案應用的檔案應用的檔案應用的「「「「馬斯洛馬斯洛馬斯洛馬斯洛」」」」現象現象現象現象
Archive'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一一一一））））規劃篇規劃篇規劃篇規劃篇

涵蓋計畫作業、編訂機關檔案分類表、編訂機關檔案保存

年限區分表、檔案庫房及應用服務處所之設置、資訊業務

規劃及人力資源管理等6章。

（（（（二二二二））））執行篇執行篇執行篇執行篇

涵蓋檔案產生、分編、整理、保管、鑑定、清理及應用等

主題相關作業事項，計分為點收、立案、編目、微縮儲存

、電子儲存、入庫管理、檔案修護、庫房安全管理、鑑定

、銷毀、移轉、移交、目錄彙送、檢調、應用及機密檔案

管理等16 章。

（（（（三三三三））））考核篇考核篇考核篇考核篇

涵蓋檔案管理工作之成效指標訂定、執行過程查檢、成效

評析及評估處理等事項，共計作業成效評估1章。

檔案加值應用意涵

檔案管理重點簡介

------------------



檔案一般應用

� 相關規範相關規範相關規範相關規範

規範人民依法請求提供閱覽行政資料卷宗或檔案
之權利、申請程序、准駁應用之依據及應配合之
作為等事項。

�檔案法第3章應用第17條至第22條，及檔案法施行細則
第17條至第23條等規定

�規範一般政府機關檔案資訊之公開

�行政程序法第46條

�係有關行政程序中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申請閱覽資
料卷宗請求權之規定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9條、第10條、第18條、第19條、第
22條。

檔案加值應用~加甚麼?

� A說(加工轉化):檔案加值應用，為對檔案內
容做更進一步的整合，經由加工處理的程序，
賦予檔案新的生命，使其價值發揮到極致，
並以多元媒體呈現，讓社會大眾產生共鳴。

� B說(原意發揚):檔案加值應用，係指在探索
及掌握特定檔案價值後，依據其特性，以創
意及各種媒介形式，達成發揮該檔案精神或
藉以達成特殊目標之過程；與檔案一般應用，
僅提供檔案公開調閱以作為行政或研究服務
者有別。



檔案加值~加料更加精神!

在探索及掌握特定檔案價值後，依據
其特性，以創意及各種媒介形式進而:

1.發揮該檔案精神
2.藉以達成特殊目標

與檔案一般應用，僅提供檔案公開調
閱以作為行政或研究之服務有別。

為推廣檔案應用服務，各機關得視業務需要，自行
辦理、結合社會資源或業務活動辦理下列事項：

� 1.提供檔案諮詢及應用指導等參考服務，包含提
供管有檔案資訊、指導申請或應用檔案、協助檢
索館藏與研究過程等，亦可設傳真及電子信箱諮
詢服務，提升服務效率與品質。

� 2.就特定主題或配合典藏檔案，辦理定期、不定
期或巡迴檔案展覽，並可建置獨立網頁系統或主
題子網頁，辦理線上檔案展覽。

� 3.就管有檔案具歷史或資訊價值者，依照檔案主
題，進行編輯、研究、出版等，包括編印檔案目
錄、索引等參考資料，或出版檔案專題選輯、族
譜或照片故事集等。(21.3.6)

檔案加值應用~官方說法



�檔案管理局推廣檔案研究應用獎勵要點檔案管理局推廣檔案研究應用獎勵要點檔案管理局推廣檔案研究應用獎勵要點檔案管理局推廣檔案研究應用獎勵要點

(98.10.16)(98.10.16)(98.10.16)(98.10.16)

�◆◆◆◆本要點獎勵類別及範圍如下本要點獎勵類別及範圍如下本要點獎勵類別及範圍如下本要點獎勵類別及範圍如下：：：：

(一) 檔案研究論文類：指進行檔案管理相關學理或
技 術之研究論文。
(二) 檔案創意加值類：指促進檔案管理之研發作品
或利用檔案進行加值應用之創意作品。

◆獲獎作品等級及獎勵方式如下：

(一) 作品經評定為優等獎者，頒給獎狀一幀及獎勵
金新臺幣三萬元。
(二) 作品經評定為甲等獎者，頒給獎狀一幀及獎勵
金新臺幣二萬元。
(三) 作品經評定為佳作獎者，頒給獎狀一幀及獎勵
金新臺幣一萬元。

檔案加值應用~官方擂台

檔案加值之路~無限寬廣

檔案展示

文宣器物

網路行銷

座談研討

教育學術

數位典藏

主題活動

資訊服務

紀 念 品

出版物品

投稿發表

節能減碳

結合媒體

公關活動

社會關懷

藝文欣賞

個 人 化

國 際 化



來真的~加值應用二重奏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

念天地之悠悠念天地之悠悠念天地之悠悠念天地之悠悠 ➜ 找出檔案文化特質找出檔案文化特質找出檔案文化特質找出檔案文化特質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

獨愴然而涕下獨愴然而涕下獨愴然而涕下獨愴然而涕下 ➜ 以以以以創意及現代的創意及現代的創意及現代的創意及現代的方法感動方法感動方法感動方法感動人心人心人心人心

念(文化)天地(空)之悠悠(時)~~思古+幽情

獨愴(創)然而涕下(嚇~surprised) ~~~現代+風華

註: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登幽州台歌/唐~陳子昂

不蓋你! 加值應用四部曲

� 資深老檔案恭請上座

� 塵緣未了檔案請出列

� 會說故事檔案請開講

� 愛搞神秘檔案請掀紗



核心核心核心核心檔案檔案檔案檔案指指指指::::

最最最最能夠呈現能夠呈現能夠呈現能夠呈現機關機關機關機關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基本精神基本精神基本精神基本精神、、、、主要主要主要主要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目標及目標及目標及目標及特色之檔案特色之檔案特色之檔案特色之檔案。。。。

而,甚麼是機關學校之核心檔案?

甚麼是甚麼是甚麼是甚麼是【【【【核心檔案核心檔案核心檔案核心檔案】】】】????

核心檔案核心檔案核心檔案核心檔案���� 核心搜集核心搜集核心搜集核心搜集����核心保護核心保護核心保護核心保護����核心應用核心應用核心應用核心應用

檔案蒐集(25分) 

1、蒐集並妥善保存機關法定職能運作產生的各類型公務紀錄
資料(10分)，如：

（1）大專校院：學籍及學生活動紀錄、教師教學及研究成果、
校/院/系（所）務會議紀錄、重大慶典紀錄

（2）機關（構）：機關會議紀錄、重大活動紀錄

2、蒐集並妥善保存機關人事資料、首長活動紀錄及移交清冊
(5分)

3、蒐集並妥善保存機關各項公共建設規劃設計書及設計圖說
等相關文件(5分)

4、其他特殊及歷史檔案之蒐集成效（5分）
~~摘自教育部103年度部屬機關（構）學校檔案管理訪視評量表

【【【【核心檔案核心檔案核心檔案核心檔案】】】】~~~~教育部說

核心檔案核心檔案核心檔案核心檔案���� 核心搜集核心搜集核心搜集核心搜集����核心保護核心保護核心保護核心保護����核心應用核心應用核心應用核心應用



以上是教育部說…

您說呢?

甚麼是 貴校/貴機關的核心檔案?

【【【【核心檔案核心檔案核心檔案核心檔案】】】】的省思的省思的省思的省思

核心檔案核心檔案核心檔案核心檔案���� 核心搜集核心搜集核心搜集核心搜集����核心保護核心保護核心保護核心保護����核心應用核心應用核心應用核心應用

創意行銷 VS 加值應用

�創意:0�無限!

�行銷:表達�感動!

� E = mc²
加值應用能量(E)=行銷(M)✖創意平方(C²)



�檔案創意的可能性

�創意來自於?(熱情.閒暇.興趣.使命.壓力…)

�創意沒標準 怎麼管理?

�就是沒創意 該怎麼辦?

創意行銷 VS 加值應用

創意、加值、應用

領頭羊效應 與 交互關係

創意

加值 應用

行銷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實例分享 國內篇

檔管局主題檔案館(檔案時光盒)http://theme.archives.gov.tw/
�世紀交通~運輸重要檔案展

�建國百年民主檔案展

�百件獄政檔案展

�衛生檔案

�教育檔案

�人權檔案展

�921大地震

�228事件



實例分享 國內篇

實例分享 國內篇

�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
http://across.archives.gov.tw/naahyint/search.jsp



實例分享 國內篇

實例分享 國內篇



實例分享 國內篇

•總統文物檔案數位化的創意加值應用>>
─國史特藏 文物Ⅱ：蔣經國總統台灣總督府檔案 （台灣文獻館）

•清大「梅竹詠四十風城留韻事」梅竹賽檔案應用展>>
•高師大~高師風華45檔案展>>
•中央大學~檔案故事 >>
•中正大學漫遊校史&檔案 >>
•中山大學~洞裡洞外的歲月-西子灣隧道的前世今生 >>
•大溪鎮戶政事務所 戶政檔案E化館>>

經驗分享臺大篇

國立臺灣大學檔案應用實例



經驗分享 臺大篇

國立臺灣大學檔案應用實例

實例分享臺大篇

國立臺灣大學檔案應用實例





紀念品行銷

實例分享 國外篇

澳洲國家檔案館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實例分享 國外篇

美國國家檔案館 英國國家檔案館

實例分享 國外篇

美國國家檔案館之網路行銷



實例分享 國外篇

實例分享

網路行銷-購物篇



困難與突破

�❄觀念

�✙作業

�✈創意

�✌專業

�〄人力

�☋經費

公文檔案是

�一張紙

�一件事

�一起專案

�一宗歷史

�一連串活動記載

�一種人文精神表徵

�一個機關學校的傳承

結結結結 語語語語



「對全國檔案管理人員的期許—珍視自己的價值」

「你做的東西是寶貝，不是垃圾，在垃圾堆裡或在金庫裡工作的
心態是不一樣的！」

「去敲老闆的門，跟他說你要做檔案應用。」

「得獎只是啟動檔案管理這部車，後續加油精進才是難事。」

「現在的志工想要的，是學習。」

「創意無所不在，無所不在創意。」

「好的導覽要能說出檔案精神!」

「檔案應用推廣不能離開學校目標和社會脈動。」

「檔案應用推廣的重要功能之一即是提升機關學校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