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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探討近十年有關美國總統圖書館之重要論述文獻，有系統地指出美國總統圖書館之重要興革。

美國自 1939 年成立羅斯福總統圖書館以來，至今已有十一座總統圖書館。本文介紹美國總統圖書館緣

起、發展、立法、運作之方式、各種功能及其價值取向。最後，針對我國成立總統圖書館之議題提出建

議與看法。 

 By studying 10 years’ literature and related documents, this paper i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libraries, tracing ou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11 US presidential libraries since 1939, the year 

when the Roosevelt library was first founded. Serving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rigin, development, legislature, 

operations, functions, and values of this special library,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some comments on the similar 

suggestions about establishing presidential librari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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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今(2004)年 6 月 5 日，一位我們熟悉的美國明

星總統雷根離開人世，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與追悼。

雷根總統就安葬在為紀念他而成立的雷根總統圖

書館墓園(Rogers, 2004)，也讓圖書館界再一次積極

探討總統圖書館這個議題。總統圖書館是美國獨有

的特產，它是美國圖書館的一個特別類型，也是美

國民主政治的特色，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圖書館類

型。總統圖書館結合了圖書館、檔案館與博物館三

合一的功能與意義。(Cochrane, 2002)截至 2004 年

底，美國已成立十一座總統圖書館。總統圖書館的

運作，對於美國社會的教育、文化、研究與政治交

流功能很大。甚至最近新成立的柯林頓總統圖書館

(有人建議：改名為柯林頓中心)，更擴大其功能也

富有繁榮地方經濟、旅遊休閒的功能，對於世界各

國也有不同程度的啟示與意義。 

美國發展出總統圖書館的制度，有其獨特的歷

史與社會文化背景。本文將先探討其成立背景與緣

起、重要相關法規、總統圖書館的組織與功能。最

後， 透過幾個重要總統圖書館網站與特色，以便

更直接瞭解美國總統圖書館的整體歷史背景、現況

與未來趨勢。最後，檢討總統圖書館之定位，並討

論台灣有無成立總統圖書館之必要性。 

貳、相關文獻探討 

台灣圖書資訊界於近十年來(1994-2004)研究

本議題者不多。薛理桂（1999）教授於《圖書資訊

學刊》的 「美國總統圖書館之發展與功能」一文

中，詳細地探討有關美國總統圖書館的相關源起、

法令制訂與組織功能。另外，圖書館專家王錫璋(王

岫)也於《聯合報》發表「籌設自己的圖書館：美

國卸任總統的大事」(2003 年 10 月 18 日)，文中詳

細說明卸任總統的文件資料屢遭後代子孫拍賣的

事實，經歷約一百五十年的發展，羅斯福總統是唯

一在任內就看到自己圖書館成立的總統，又論及總

統圖書館的教育功能與保存功能常互相矛盾等。王

錫璋又於《中央日報》發表「柯林頓總統圖書館」

(2004 年 10 月 16 日)，同時於 2004 年 11 月 19 日

柯林頓總統圖書館正式開幕，轉型及加值為更多功

能的總統圖書館，規模及氣派都超過前面十位總

統，柯氏也自豪一百年後還是有人要進來，臺灣的

各大報紙媒體也大幅報導。 

中國大陸的學者於近十年間，約有十篇相關論

文，多數以簡介其功能與特色為主。另有較特別的

幾篇：如楊祥銀的「美國總統圖書館的口述歷史收

藏」(2000)、唐汝信編譯「布希總統圖書館建成」

(1998)、劉愛民編譯「卡特總統圖書館對保密文件

的處理」(1998)、方雪嚴「總統圖書館是文化保藏，

而不是用來製造新英雄」(1996)等。 

美國近十年來研究本主題的專書有一百多

本，相關論文多達數百篇，但較重要的有四十餘

篇。其中 1994 年的政府資訊季刊《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之專刊，以總統圖書館

(Presidential Libraries)為主題最為重要。自羅斯福

總統起，每一位總統卸任後都有其總統圖書館建立

的相關論文發表，以討論及爭取設立地點、收藏特

色最多。除此之外，重要的議題還包括：探討總統

圖書館的演變與功能 (“The Federal Presidential 

Library System” 1994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The Evolution of Presidential Libraries” 

2002 American Libraries)、總統圖書館與歷史及社

會文化的關係(“Hail to the Chief: Our Presidential 

Libraries”1981 Wilson Library Bulletin)、(“Making 

History: The Sitting Modern President and the 

National Archives”1995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Presidential Libraries: Presidential, Yes; 

Libraries, Not Really” 2002 American Libraries)、

(“America's Pyramids: Presidents and Their Libraries” 

2002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和總統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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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管理的相關議題(“The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the White House Liaison Office”1983 American 

Archivist) 、 (“National Archives at Fifty”1985 

Midwestern Archivist) 、 (“Culture and Conflict: 

Defining the National Archives”1996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 (“Presidential Records: 

Evidence for Historians or Ammunition for 

Prosecutors” 1997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Who Should Pay for Presidential Posterity ?” 2004 

New York Times )。   

本文大抵綜合整理上述學者之論述，有系統地

指出美國總統圖書館之重要興革。本文延伸薛理桂

之論述與分析，指出這類型圖書館運作之方式、各

種功能及其價值取向。但跨過千禧(2000)年後，全

球及台灣政治有很多重大的發展與變遷，本文將針

對我國成立總統圖書館提出與薛文不同的建議與

看法。 

參、總統圖書館成立之源起及相關發展 

美國自 1776 年開國以來，約有一百五十年的

時間，對於公共文書、檔案，包括歷任總統文件的

管理與保存都不重視。自第一任總統華盛頓起，離

職時都把任職期間的檔案文件和其他物品作為私

有財產帶走並任意處置，以至造成很大損失(韓玉

梅，民 93)。卸任總統將所有文件視為個人的資產，

離開白宮時都可以自由帶走其公私的文件。這些文

件流傳到其後人或是繼承者、朋友、親戚的手中，

或許被拍賣掉，或是輾轉傳到私人收藏家手中。美

國國會也曾撥專款收集從華盛頓到柯立芝共二十

三位總統的檔案文件，交由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

包括約二百萬件手稿。1800 年成立的美國國會圖

書館，也一再地注意收集流落民間的總統文件，數

度花費數萬美金從收藏家手中，買回總統相關檔案

及文件。例如，華盛頓總統的相關文件是 1834 至

1849 年兩度由國會圖書館花費當時的金額四萬五

千美元，向其後人購買而來。傑佛遜總統的二萬多

份文件，也是由國會圖書館於 1848 年以當時的金

額二萬美元購得。(Relyea, 1994)美國國會圖書館幾

次重要的購買總統文件資料，請詳見表一：(Lloyd, 

1995) 

 

表一：美國國會圖書館購買總統文件一覽表 

總 統 姓 名 購 買 年  價 格 (美元) 

華盛頓(Washington) 1834,1849 $45,000 

傑佛遜(Jefferson) 1848 $20,000 

麥迪遜(Madison) 1837,1848,1910 $65,000 

門羅(Monroe) 1849 $20,000 

傑克森(Jackson) 1911,1932 $18,000 

泰勒(Tyler) 1919 $1,000 

波克(Polk) 1903,1910 $13,500 

詹森(A. Johnson) 1904,1930 $7,500 

 

可知早期美國並無任何法令規定總統的文件

必須保存典藏，以致事後必須花費更多的經費、人

力及時間去收集總統的相關資料，但事後的努力也

無法很完整地收集資料，更無相關法令去規範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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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的相關事項。 

直到 1938 年羅斯福總統為解決總統檔案的歸

屬權問題，率先在紐約海德公園(Hyde Park)自己的

地產上利用民間集資建造了第一個正式的總統圖

書館。1939 年國會通過了羅斯福總統關於建立總

統圖書館的建議。1943 年羅斯福把這個圖書館連

同地產一併捐獻給國家。羅斯福總統圖書館

(Franklin D. Roosevelt Library)成為美國第一個總

統圖書館，二次大戰時期著名的「爐邊談話」 

(Fireside Chats)廣播，就是在這個圖書館對全國百

姓發表談話的。此館也於 1946 年正式向社會各界

開放服務(Relyea, 1994)。羅斯福總統成為美國史上

唯一在自己任內，就籌畫自己的圖書館，也看到圖

書館順利成立的總統，而羅斯福總統本人對於圖書

館的看法與願景是：(Presidential Libraries : A Brief 

History,n.d.) 

收集過去的文件，集中並統一典藏，以供民眾

利用。一個國家之國民必須相信三件事情：一是，

必須相信過去；二是，必須相信未來；三是，也是

最重要的，人民有學習過去的經驗，並產生創造未

來的正確價值判斷。 

美國社會的圖書館事業之所以如此發達，主要

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這種優良的傳統是由上而

下建立的。國家領導人猶如教育家與哲學家，具睿

智與先知先覺的特質，由總統率先來啟發其人民，

從學習過去的歷史經驗以開創未來的價值，實在值

得讚佩與學習。其實早在羅斯福總統圖書館成立之

前，就有兩個類似總統圖書館原形(Prototype)的圖

書館存在。其一是 1914 年在俄亥俄州(State of Ohio)

的海耶紀念圖書館(Rutherford B. Hayes Memorial 

Library)，該館收錄海耶任州長時期相關資料。最

後，海耶出任美國第十九任總統，該紀念館也改名

為海耶總統中心(Hayes Presidential Center)，由基金

會管理。(Relyea, 1994) 

其二是 1919 年由胡佛總統籌資五萬元美金於

史丹福大學(Stanford Univ.)校園內建立的胡佛戰

爭、革命與和平圖書館(Hoover Library of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收集胡佛總統任內的相關文

件，也收藏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國家的相關文宣及小

冊子原件。該機構現已不再隸屬於史丹福大學，成

為一個獨立研究的機構。一些重要的總統文件，事

後也逐步轉移到 1964 年於愛俄華州成立的胡佛總

統圖書館，以便集中典藏與利用。(Relyea, 1994) 

相對於這些歷史及政治之發展，美國立法機構

相繼針對總統文獻之保存通過了幾項重要規定： 

一、1955 年的「總統圖書館法」(Presidential 
Libraries Act) 

繼羅斯福總統圖書館成立的模式後，杜魯門總

統也有相同的情況，美國人民逐漸了解總統文件的

歷史性價值與學術用途，極需要成立圖書館以持續

永久保存重要的總統文件。於是美國國會於 1955 

年通過「總統圖書館法」。此法案定義何謂總統文

件(Presidential papers)，當總統將卸下職務，要離

開白宮時，就由白宮幕僚長(Chief executive)接管所

有的資料。本法案規定凡屬於私人興建的圖書館， 

包含該建築物、土地、記錄與文件都可全部捐給政

府也隸屬於聯邦政府，視為國家財產加以管理。政

府在接收時也和捐贈者簽署相關約定，依其要求設

定使用總統文件的相關暫時性限制，無法無條件地

將文件全部開放民眾使用。對於文件的安全分級、

一些限制法規，如個人隱私等都需要遵守。(Relyea, 

1994) 

二、1974 年的「總統記錄與資料保存法」

(Presidential Recordings and Materials 
Preservation Act) 

由於水門事件(Watergate Incident)及相關案件

的影響，特別通過了 1974 年的「總統記錄與資料

保存法」。規定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的官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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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記錄都必須保留於華盛頓特區，且需由國家檔案

館監管。尼克森總統不得私自帶走其相關文件，也

不放在總統圖書館中保存。(Relyea, 1994) 

三、1978 年的「總統文件法」(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在 1974 年除公布「總統記錄與資料保存法」

外，也同時成立一個臨時性的「聯邦官員的紀錄與

文件全國研究委員會」(National Study Commission 

on Records and Documents of Federal Officials)。該

會的主要任務為：研究聯邦官員所編寫的相關文件

與紀錄的管控、整理與保存的相關法規，以準備朝

向正確立法所需之建議與程序發展。該委員會由十

七名各界的資深菁英代表委員組成，並於 1977 年

3 月完成最後總結的報告。受本委員會建議報告之

影響，對於未來的總統文件的公共歸屬權、管理程

序與最後離職時需向何單位檢驗與一一清點文

件，這些行政程序都予以立法。透過法治化的管

理，避免任何人為的疏忽。(Relyea, 1994) 

1978 年通過的「總統文件法」，將總統文件的

英文由“Presidential papers＂ 改為“Presidential 

records＂。並特別清楚地規定，凡 1981 年 1 月 20

日以後的文件都必須遵守本法。所謂總統文件係指

自總統、直屬職員或總統的行政單位或個人，所產

生或是接收的文件資料，其功能是協助總統執行憲

法所賦予的職權。所以，對於私人或是非官方性質

的文件不含在內，如個人信件、筆記、日記，個人

政黨的相關資料等。 

卡特總統於 1978 年簽署通過本法，自本法通

過起，所有的總統文件均為國家財產、政府將加以

保存、擁有管理權。當總統屆滿離職時，國家檔案

與 文 件 署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將執行清點、整理與保管總

統文件的職責。本法案由卡特總統簽署通過，他也

是白宮橢圓形辦公桌的主人中，最後一位於離職時

仍可自由帶走其文件的總統。(Relyea, 1994) 

四、1986 年修訂「總統圖書館法」(Presidential 
Libraries Act) 

經歷三十年的社會變革，1955 年所制訂的「總

統圖書館法」需要重新修訂，以符合社會環境變

遷。為維持及管理持續增加中的總統圖書館，包括

具體的建築物維護及相關管理費用，勢必為全國的

納稅人增加更重的財政負擔。故於 1986 年，由第

九十九屆國會的參眾兩議會通過「總統圖書館法」

修正案，本法詳細規定未來的總統圖書館的報告需

求項目、建築之設計情形、財政運作之限制與捐款

之處理等細項。例如，接受土地或任何總統圖書館

的相關設備與器材之捐贈、對現存的總統圖書館的

建築物或是資料之修改，需由國家檔案館館長向國

會先提出詳細報告才可以變動。 

布希總統是本法案通過後， 首位適用本修正

案的總統。他的總統圖書館的建築規格與所有設備

必須遵守本修正法之規定。其任期屆滿前，即成立

一個私人的基金會，再依據各州之法律，募集成立

總統圖書館所需之經費，一切都需依據本修正法之

新規定細則進行，而布希總統圖書館的成立地點就

選定於德州農工大學內。(Relyea, 1994) 

肆、總統圖書館的組織與特點 

 薛理桂(1999，頁 60)於其討論美國總統圖書

館之組織中，提到集中制及分散制之不同論點。在

此詳述此類型圖書館之詳細的組織行政與特點，當

更能清楚瞭解總統圖書館之運作。 

一、行政隸屬與重要掌管機構 

自 1939 年最早的羅斯福總統圖書館成立的模

式來看，是由私人建造的，但其功能不僅保存了總

統文獻也保存美國歷史檔案。因此 1955 年國會就

通過「總統圖書館法」(Presidential Libraries Act)，

將私人籌設建造的圖書館納入，由「國家檔案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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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宣言》、1789 年的《美利堅合眾國憲法》、1791

年的《權利法案》(美國憲法修正案)等。三件立國

文獻「獨立宣言、美國憲法、權利法案」用玻璃青

銅盒精心保存，並放在展廳永久展出。 

件署」管轄，屬於國家檔案館的體系，以便用公款

作日後統一管理與各項業務進行。而「私人建造，

公家管理」(Privately built, publicly maintained)的方

式，就成為美國總統圖書館的成立與管理模式。 

1949 年新改組的美國國家檔案與文件署，為

聯邦總務署的直屬局。於 1985 年正式成為聯邦政

府直屬的一個獨立部門，並改稱現名。署長由總統

任命，有職工三千多名。 該署與總統圖書館有關

的主要職責是﹕ 

依據 1974 年的「總統記錄與資料保存法」規

定總統卸任時，需由「國家檔案與文件署」成立一

個總統計畫，將該總統的文件與資料予以暫時保

管，直到新的總統圖書館落成後，再將該資料正式

移轉。有關總統圖書館的業務也需要由國家檔案館

館長定期向國會提出正式報告，所有經費也由國家

檔案館每年編列。(Relyea, 1994) 
(一)掌管美國總統､聯邦政府各機關、國會、

聯邦法院等的檔案。 

二、重要管理機構及其使命 (二)設有專門的處，總統圖書館處，負責每一

個總統圖書館及每屆總統離任時的文件清點、登記

和管理(黃坤坊、韓玉梅、NARA，民 93)。 

管理總統圖書館的機構為「國家檔案與文件

署」。其組織緣起、變革與執掌如下： 

依據 1934 年的法令，美國建立保管聯邦政府

檔 案 的 機 構 為 ─ 美 國 國 家 檔 案 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直屬聯邦政府，館

長由總統任命。但於 1949 年，又改屬美國「國家

檔案與文件署」，館址在華盛頓憲法路。館藏豐富

包括：原件、影片、照片、地圖、錄音檔案。集中 

其專屬網站上也清楚說明願景、使命與價值，

值得關注：(圖一)（重要原文詳見附註） 

(一)願景：國家檔案為全民所有、由聯邦政府

統一管理全民的資產與經驗。 

(二)使命：為全民、公僕、總統、國會與法院

準備資訊。 了歷屆聯邦政府軍事、外交、內政、財務和農業等

各部門的重要檔案。歷史檔案中有五百五十卷大陸

會議記錄、林肯解放黑奴的宣言、1776 年的《獨 
(三)為完成使命：尊崇冒險與開拓、充分溝

通、遵守社會承諾與奉獻。 
 

 

 

 

 

 

 

 

 

圖一：NARA：About Us: Vision, Mission, Values 

資料來源：http://www.archives.gov/about_us/vision_mission_valu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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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統圖書館之特點 

依據薛文(薛理桂，1999，頁 60)分析，美國

的總統圖書館至 2004 年共成立個，有三個相通

點： 

(一)設立地點 

歷屆的總統圖書館的設立地點都是以該總統

的出生地或是成長、居住地點為主。因美國總統圖

書館的社教功能大。因此，企業界或是機關團體都

爭取贊助新的總統圖書館的籌設權，希望與該館的

成立掛勾，藉以提高知名度或是聲望。像柯林頓總

統、小布希總統剛入主白宮時，就有人在開始爭取

其圖書館的設立地點了，可見競爭很激烈。 

(二)設立方式  

在 1986 年修訂「總統圖書館法」之前，總統

圖書館的籌資與規劃的相關設立事宜，都交由私人

組職負責，先籌資與規劃細節。但該修正案通過

後，在興建與規劃前，就需先由國家檔案館的館長

向國會提出報告，在興建之前就規範相關事項，一

切於法有據、依法辦理。 

(三)統一行政管理單位 

總統圖書館的規劃與籌資都先由私人組織負

責，待籌建完成後，再交由聯邦政府的「國家檔案

與文件署」管轄，統一管理與監督，每一年的營運

經費也由 NARA 統一編列。 

伍、總統圖書館的功能與其新的發展 

早期總統圖書館均以保存文獻及學術研究為

其主要之功能，但隨著時代之變遷，加上社會對總

統之不同期望與評價，總統圖書館之功能就更具多

樣化與社會化。從早期的研究與保存功能中，更出

現了其商業價值與休閒功用，分述如下： 

(一)提供社會與文化教育功能 

每一個總統圖書館都提供多樣化的教育性節

目，讓每一位參訪者可以更瞭解總統的一生、總統

府這個機構的運作和美國政治之運作的全貌。重要

的活動安排，如各種主題展覽、舉辦研討會，與特

別的節慶日和各種基金會合辦演講活動。這些都加

強民眾對圖書館的了解，也提升了總統圖書館作為

保存總統文獻與對社會的文化與教育的功能。

(Presidential Libraries of the NARA, n.d.) 

(二)具歷史及學術研究功能 

總統圖書館的成立目標之一，是將每一位總統

的相關文獻作完整的整理、分類、保管與永久典

藏。這些總統的相關資料，提供社會大眾與專門研

究的學者使用。因此，這些一手的資料，當然是研

究者歷史與政治學研究者的最佳題材。(劉樹遠，

民 53) 

(三)具展覽之博物館功能 

每一個總統圖書館都設有博物館的部門，博物

館的展覽主題設計是利用圖書館的一手資料，加以

呈現的。如總統在任職其間其政治舞台的表現情

形、他的行政部門如何作重要的政治決策、其他的

全國性與外國事物與世界戰爭的呈現。博物館部門

也都設有書店與禮品店，民眾可收藏及採購相關的

圖書與紀念品。(Presidential Libraries of the NARA, 

n.d.) 

(四)保存檔案之功能 

總統圖書館依據歷年來的相關法規的規定與

作業，完整地保存了每一位總統的相關文件、檔

案、書信及照片。這些珍貴資源，當然是無形間發

揮了收集總統檔案的最好保存功能，這也是總統圖

書館的重要貢獻之一。(Wilson, 1991) 

(五)繁榮地方經濟 

當各界在爭取設立地點時，繁榮地方經濟的功

能，就是背後真正的關鍵性誘因。例如，柯林頓基

金會(Clinton Foundation)的會長陸德佛先生(Sk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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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erford)就是阿肯色州最大廣告商的副總裁。他

在規劃柯林頓總統圖書館時就以小岩城老舊的市

區及倉庫，投資八億美元區域重建(這是私人最大

的投資計畫)。企圖以總統圖書館整體的重建計

畫，帶動地方的都市景觀更新及帶動商機以繁榮地

方經濟。當然，本計畫也為地方爭取至少 700 個就

業機會。(E, G. M., 2004)。 

 (六)成為旅遊休閒之地點 

為二十一世紀的新功能，可提高營運績效，新

成立的柯林頓總統圖書館，主動推出：電影院、咖

啡廳、飲食街、表演地方文化與特色的大舞台。企 

圖提供全功能圖提供全功能的服務，以滿足民眾所

有的需求。更以全方位的角度提供多元的服務去經 

 

 

營圖書館，讓其功能深化與內化，與民眾的生活充

份結合在一起。 

陸、重要總統圖書館網站與特色介紹 

一、羅斯福總統圖書館 

 於 1939 年奠基，1940 年完工。位於紐約海

德公園中，佔地十六英畝，由羅斯福總統及其夫人

所捐贈給聯邦政府。該建築由羅斯福總統本人設

計，採荷蘭殖民地之建築風格。該館為美國最早成

立的總統圖書館，還設立一所博物館。陳列總統的

禮物與物品。博物館於 1941 年開放民眾參觀，該

館資料也於 1946 年提供學者作研究（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2004)。

 
 

 

 

 

 
 
 
 
 

圖二：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資料來源：http://www.fdrlibrary.marist.edu/

二、布希總統圖書館 

在 1989 年初，至少有四個大學(Houston, Rice, 

Texas A&M and Yale)爭取布希總統圖書館的設立

地點於其校園內。1991 年 Texas A&M 雀屏中選，

就設於其校園中。(Relyea, 1994)。該館收藏豐富包 

括：三千八百萬頁文件、一百萬張照片、二千五百

小時錄影帶、與七萬張博物館物件。對於布希生涯

的介紹，也依求學與工作時間作精彩的介紹。博物 

館設有特區，展示第一夫人芭芭拉的資料。又設教

室專區，供幼稚園到高中學生教學用。專屬網站資

訊豐富：有圖書館資訊、研究資訊、總統及夫人重 

要照片、教育計畫(中小學參觀或是戶外教學、博     

物館的專門教室資訊)、影片、重要活動文宣及博 

物館商店等，內容非常精彩。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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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資料來源：http://bushlibrary.tamu.edu/

三、柯林頓總統圖書館 

柯林頓總統於 2000 年卸任，其圖書館設於他

的故鄉阿肯色州的小岩城(Little Rock)。早自 1998

年，就由私人的基金會開始圖書館的募款工作，到

目前為止進行順利，於 2004 年底正式開放。柯林

頓總統圖書館是美國的第十一個總統圖書館，截至

目前為止，將是美國最大的總統圖書館，資料最豐

富，佔地面積也最大的。他突破傳統美國總統圖書 

館的設計與格局，以未來派的建築風格為主。用玻 

 

璃與鋼鐵結構，迎接未來，象徵柯林頓的現代派總

統風格。柯氏更豪言：這座建築融合建築藝術與歷

史意義，即使一百年後人們還是願意走進來。造價

一億六百萬美元，佔地三十多英畝。包括圖書館、

檔案館、小岩城古蹟仿造物、戲院、禮品店、教室、

咖啡店、表演大廳。圖書館館藏資料非常豐富，位

於公園內，風景優美環境幽雅，它將刺激及帶動整

個小岩城的發展與創造新商機。 (中國日報網 , 

2002) 

 
 
 
 
 
 
 
 
 

 
 
 
 
 
 
 

 
圖四：William J. Clinton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 

資料來源：http://www.clintonlibrar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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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林頓總統圖書館於 2004 年 11 月 19 日正式開

放，有全新的網頁 。

（

http://clinton.archives.gov/

NARA : Clint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 

2003, December）此柯林頓總統圖書館已經突破了

傳統總統圖書館之角色與功能，已蛻變為一多功能

之柯林頓中心，將為下一代之美國總統圖書館開創

一新貌。其將經濟及文化推展之功能納入美國總統

圖書館之任務上，有待進一步觀察。 

柒、結論 

美國社會經過半世紀的努力立法、修法及執

法，其總統圖書館之各項法規及制度之制訂，已建

構出富美國傳統之專業圖書館模式。美國身為全球

領導者，其與總統相關之文件與各項活動深深影響

全球政治、經濟及各項活動。其總統為全球性之領

袖，其一舉一動有必要列入歷史之保存。近年來更

擴展其總統概念，使其成為國家社會重心之一。其

柯林頓總統圖書館之全方位及多元化經營可見一

斑。 

學者也紛紛探討針對此一總統圖書館之特

色，研議台灣有無成立總統圖書館之必要。誠然以

保存文獻之觀點，與總統相關之文件法令或是相關

之資料，基於歷史及學術研究之價值，台灣應該立

法或是建立專責之機構予以保存。但是仿效美國成

立總統圖書館則有待商榷。其理由有三： 

一、有關台灣總統之相關文獻事涉敏感，且仍與

現實政治有密切關係，成立圖書館來公開陳

列，時機是否適當，仍待考量。 

二、關於台灣總統之相關資料的質與量，是否能

為單一總統成立一多功能之圖書館，其成本

效益與未來經營，都必須納入考量。 

三、總統圖書館具多項政治、歷史、研究、經濟、

及休閒功能，以現今台灣圖書館(含國家、大

學、公共及社區等)功能及定位極其模糊的現

況，另設一高層級之總統圖書館，是否會造

成另一圖書館之混亂與角色混淆。 

針對此一問題，建議立法保存總統相關之文件

資料及檔案，將資料暫存於國家檔案局或是類似之

機構，擴展現今「國父紀念館」或是「中正紀念堂」

之功能，協助其轉型，以便日後能成為一多功能的

總統圖書館或類似「柯林頓總統中心」。單一的設

立總統圖書館在台灣並不符合經濟效益與經營規

模，將歷屆總統之文獻資料集中管理及統一保存，

以年代、影響及貢獻為主軸，設置不同風格之典藏

室，並擴展其社會、文化、教育、及休閒功能，可

能更符合現今民主開放與多元化社會之期許。 

 

(收稿日期：2004 年 12 月 2 日)

 

附 註： 

註 1：NARA 網站上所列願景、使命與價值，重要原文如下： 

Our Vision Statement 

The National Archives is a public trust on which our democracy depends. We enable people to 

inspect for themselves the record of what government has done. We enable officials and agencies to 

review their actions and help citizens hold them accountable. We ensure continuing access to essential 

evidence that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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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ghts of American citizens 

．the actions of federal officials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To be effective, we at NARA must do the following: 

．determine what evidence is essential for such documentation 

．ensure that government creates such evidence 

．make it easy for users to access that evidence regardless of where it is, where they are, for as long as 

needed 

．find technologies, techniques, and partner worldwide that can help improve service and hold down cost    

．help staff members continuously expand their capability to make the change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vision 

Our Mission Statement 

         NARA ensures, for the citizen and the public servant, for the President and for the Congress and 

the Courts, ready access to essential evidence. 

Our Values 

To succeed in our mission, all of us within NARA need to value the following: 

．Risk-taking: experiment, take chances, try new ways, learn from mistakes, be open to change 

．Communication: propose ideas, dialogue with others, develop trust, and act openly, honestly, and with 

integrity 

．Commitment: be responsible, accountable, and always willing to learn 

．Loyalty: support the mission, help fellow workers, proceed as a team, and recognize that our government and 

our people truly need ou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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