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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檔案學領域中，參考服務的發展，源自於圖書資訊界，當圖書館的數位合

作參考服務已在歐美如火如荼的展開時，檔案館的參考服務正逐漸的展開。因

此許多文獻及研究仍要藉助於圖書資訊學領域中的參考諮詢之理論。本章分為

四節，第一節將探討檔案參考服務源起；第二節將探討線上參考服務的意涵與

範圍；第三節將探討線上參考服務在檔案館界的應用；最後於第四節針對國內

主要檔案典藏單位的館藏及服務現況進行探討。 

第一節 檔案參考服務源起 

一、參考服務概述 

參考服務是最富挑戰性，最多變化，也最能嘉惠使用者的一項服務1。檔案

的「參考服務」觀念是源自於圖書館界2，今日能普遍享有良好而完善的參考服

務，是經過館員的提倡和奮鬥爭取而來的，使參考服務成為圖書館和檔案館工

作中最有價值的項目之一3。 

為提高檔案顧客使用檔案之品質及效率，各檔案館均視需要指定專人提供

檔案諮詢服務。4由於資訊社會的來臨，新資訊使用環境的形成，對資訊的生產、

傳輸、利用的方式引起革命性的變化，檔案參考服務的內容與方式勢必要有所

調整與提升，參考館員也有必要重新思考其在資訊化環境所應扮演的角色，善

用網際網路，提升參考服務的品質，滿足掌握讀者的要求。在參考服務的過程

中，一邊是使用者，一邊是館員，在這兩邊的訊息傳遞、服務傳遞當中，雙方

會有些互動，在互動的發展上希望是順利、雙贏的關係，使用者高興的獲得資

                                                 
1
楊美華，「跨越 2000 年的參考館員教育」，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25 卷 1 期（民國 88 年 4 月），頁 35-47。 

2薛理桂，檔案學導論。台北市：五南，民國 93 年 10 月。 
3 Charles Bunge, A.“Introductin: the Man and His Work＂in Rothstein on Reference with Some Help frok 

Friends,New York:Haworth Press,1989）,3. 
4陳士伯，檔案館管理。台北市：自行編印，民國 94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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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而館員也欣喜的做了成功的服務，此乃參考服務的目標5。 

傳統參考服務的定義，有下列幾種說法： 

《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館學、情報學、檔案學》對於「參考諮詢」的解釋為： 

「圖書館員對讀者在利用文獻和尋求知識、情報方面提供幫助的活動 

，它以協助檢索、解答諮詢和專題文獻報導等方式，向讀者提供事實 

、數據和文獻線索。……」 

究其解釋角度主要是針對圖書館的參考服務，並未就檔案館角度加以詮釋。 

胡述兆等在其《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中對參考服務的解釋為6： 

「就是協助讀者查尋資料的一種服務，強調以服務讀者為導向。自 

動化之後，參考館員利用電腦輔助查尋參考資料，擴大參考服務的 

功能，通稱參考諮詢服務（Referenc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較正式的參考服務起源於美國西元十九世紀的下半期，由於工商業的興起，

經濟條件充裕，加上各大學開始進行教育改革，學生不再只依靠教科書就能滿

足課程要求，使得圖書館服務受到重視。1876 年美國圖書館學家麻州伍斯特公

共圖書館館長格林（Samuel S. Green）在圖書館人員學會上發表「館員和讀者

之間的人際關係」（The Desirableness of Establishing Personal Intercourse 

and Relations between Librarians and Readers in Popular Libraries）一

文，指出讀者在找尋資料過程中，是需要館方幫助的，館員應該以其熱情及豐

富的書目知識，為讀者提供協助，使其獲得滿足7。葛林的主要論點是圖書館員

應促使他們成為可親近的（Accessible），並對讀者擴大友善、真誠的接待服務，

館員應鼓勵讀者將其困難告訴他，並協助他們。此篇論文被視為美國圖書館正

                                                 
5徐芬春、林麗雲，「在參考服務上的互動關係」，國立成功大學圖書館通訊 24 期，（民國 85 年 10 月），

頁 1-7。 
6胡述兆等，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臺北市：漢美，民 84 年），頁 1574。 
7 Samuel Swett Green, “Personal Relations between Librarians and Readers＂, American Library Journal 1：1 

(1876):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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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開展參考服務的最早倡議8。 

1891 年「參考工作（Reference work）」一詞，初次在 Library Journal 的

索引上出現，指館員向讀者介紹目錄工具及解答問題的工作。1943 年《美國圖

書館協會圖書館術語詞彙（ALA Glossary of Library Terms）》中，對於參考

工作的解釋是：「直接從事幫助讀者在學習和研究過程中，獲取資料及利用圖

書館資源的工作。」9 

「參考服務」（Reference Service）一詞，與「參考工作」（Reference Work）

似無太大區別，Rees,A.M.以為參考服務是「一位居於讀者與可獲得參考資料

之間的參考館員所正式提供各種不同形式的資料」。參考工作是「館員從事參

考服務的職能」。是以參考服務是參考工作具體的結果，而參考工作是參考服

務抽象的行為。10 

直到 1953 年 Samuel Rothstein 認為「參考服務」（Reference service）與

「參考工作」（Reference work）這兩個詞彙應有所區別，「參考工作」是指讀

者尋求資訊時，館方提供協助的所有工作；「參考服務」範圍較廣，是除了提供

協助工作外，尚包括館方為了支援這項工作所建立的專門機構及其所有相關的

資源11。 

自 Samuel Rotheatein 之後，雖沒有正式規定，卻約定俗成地，由「參考工

作」改為「參考服務」，自此，「參考服務」一詞被廣為採用。 

1930 年西方學者一直在探討向讀者提供「參考諮詢」的目的是幫助讀者成

為資料的獨立使用者，及通過幫助和指導讀者，使他們自己找到問題的答案，

人們稱這種觀點為「保守派」（Conservative）觀點。保守理論的支持者認為參

                                                 
8 王錫璋，圖書館的參考服務－理論與實務，（台北：文史哲，民 86 年 3 月），頁 15-19。 
9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 ALA Glossary of Library Terms (Chicago: ALA, 1943). 
10 同註 3。 
11 Samuel Rothste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Reference Service in American Libraries, 1850-1900＂, 

The Library Quarterly  23：1 (19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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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館員應限制其角色功能，僅提供館藏資源的指引，協助讀者達成自我協助為

目的，不要把資料送到讀者面前，而要讓讀者能自己有效的找出自己想要的資

料，「參考服務只是做一個智慧的標竿（Intelligent guidepost）去指引出道

路，至於如何實際去走這條路，應是讀者自己之事」。12參考館員應該是幫助讀

者自我學習和發展的。 

另一些人則認為「參考諮詢」工作的職能是直接向諮詢者提供資訊，即由參

考館員去查找、整理資訊，並按讀者的要求提供給他們，這種觀點被稱為「自

由派」（Liberal）觀點13，自由理論者認為參考服務應強調適用、確實文獻的提

供，而且給予的協助也是專家的協助，並依不同層次、不同對象的讀者提供不

同的服務。也有人認為這是服務深度上的差異，前者是「基本層次」 的服務，

後者是「最高層次」的服務。 

但實際實施時，館員的人力和學科能力恐無法負擔，故多數參考服務的施行

都介於保守和自由理論之間的「折衷溫和派」（Intermediate or Niderate）14。

見圖 2-1。 

 

 

 

 

 

 

                                                 
12 Jame I Wyer, “Reference Work＂p.6；Rothstein, S“Reference Service：The New Dimension in 

Librarianship＂in Reference Service （Arthur Roy Rowland ed）,（Hamden: Shoe String Press, 1964）：39。 
13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北京：中國大百科全

書出版社，1993），頁 23。 
14 王錫璋，圖書館的參考服務－理論與實務（台北市：文史哲，民 86 年），頁 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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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參考服務層次理論圖 

參考王錫璋，圖書館的參考服務－理論與實務（台北市：文史哲，民 86 年），頁 43-46，自行整理。 

 

參考服務之所以發展，確立其重要地位，基本因素為館員觀念的改變及教

育功能的推進。因此參考服務的館員也由一個嚮導者（Guide），逐漸被視為一

個教育者（Educator）。參考服務的要件就是：1.使用者、參考館員、資料；

2.使用者的問題、參考館員的答案。整個參考服務的過程，就是這二套要件各

個的相互關係，再加上人的心理因素。15 

  沈寶環教授將參考工作所涉及的各項關係分為：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

等三種關係。人和人（即讀者和館員）之間必須維持良好友善的關係，才能展

開參考工作。此外，館員必須掌握參考資源才能發揮工作效能。物與物的關係

則意謂將參考問題和蘊藏答案的參考資源配合（Match）起來16。換言之，參考

工作所牽涉的因素至少有讀者(人)、館員(人)、參考資源(物)三項，而讀者所

                                                 
15 同註 3。 
16 沈寶環，西文參考資料（台北市：台灣學生，民 79），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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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問題(物)則應算是貫穿這三要素的關鍵。須加以解釋的是，問題伴隨著

不同的讀者而產生，若以人本主義的觀點探討這三要素，「讀者」才真正是參考

服務的重心。所以，參考館員若想做好參考服務，就必須重視對讀者的研究。

Alan M. Rees 也認為，館員是否能深切體會詢問者的需求，才是參考過程中最

重要的一環17。 

由於時代的演變及電腦網路快速的進步，參考服務的細部過程會稍有改變。

在今日資訊泛濫，每個人又忙碌不堪的時代，許多讀者所要求的是精簡、快速

而適切的資料提供。王錫璋指出許多圖書館資料成長迅速，尤其大型圖書館館

藏繁雜，組織龐大，以致於無論資料如何以機械化整理的完善、整齊，已沒有

任何讀者不需要協助，就能自己探測這浩翰的學海，也就是說學者企圖做為自

己的諮詢員的時代已不再可能。因此在資料和使用者之間建立一個活的鏈環，

以充分開展資源的利用。此即為參考服務功能的發揮。 

凱茲（Bill Katz）認為參考服務最重要的本質就是回答問題，亦即讀者向

參考館員提出問題，而由館員提供答案或指導如何尋找答案的一種過程18。根據

美國圖書館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ALA）所出版的《ALA 

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中則將圖書館參考工作定義

為：直接地幫助讀者尋取資訊及利用館藏資源以從事研究工作的一項任務19。簡

而言之，參考服務所秉持的精神即是協助讀者迅速而有效地使用資訊。 

日本學者森睦彥等所著《改訂參考業務及び演習》一書認為一般所講的參

                                                 
17 Alan M. Rees, "The Nature of Reference Librarianship," in Winifred B. Linderman ed., The 
Pres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Reference/ Information Service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67), p.57. Cited in James Rettig,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Definition 

of the Reference 
18 蔡香美，國立政治大學圖書館參考服務使用研究，（國立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4

年），頁 2。 
1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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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部門的參考服務，只是狹義的參考服務；廣義的參考服務應包括整個圖書館

的活動。他們以一個圖示表明廣義和狹義的參考服務概念：（如圖 2-2） 

下圖顯示資訊產生後，必須經過選擇、蒐集、整理分類後，才能變成方便

利用的文獻資源。然後透過參考館員、資訊專家、讀者服務部門的其他館員等

「人」的協助，或圖書館、檔案館等館員或專家等編製而成的各種目錄、書目

索引、各種電腦資料庫、網路系統及一次、二次文獻等「物」的協助，達成對

讀者需求的直接協助，這是狹義的協助或參考服務；而館方各部門的選擇、蒐

集、整理、分類、保存等則是間接的協助，也就是所謂廣義的協助或參考服務20。 

 

圖 2-2  參考服務的概念 

    資料來源：森睦彥等著《改訂參考業務及び演習》（東京：樹村房出版 平成二年），頁 29。 

泰克森（David A. Tyckoson）將參考服務型態分為四種，並認為每一種型態

                                                 
20 森睦彥等著，改訂參考業務及び演習（東京：樹村房出版 平成二年）：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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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有其存在的價值，將其應用於檔案館的服務對象，亦可達到檔案館共同目標

的效用。21 

（一）傳統型參考服務(Traditional Reference Model） 

參考館員坐在參考櫃檯裡面，接受各類型的諮詢問題。館員的主要任務是

回答問題與利用指導。傳統的參考服務強調的價值是個人服務、資訊取

得、學科知識、正確性與即時性。 

（二）教學型參考服務（The Teaching-Library Model） 

  是教導讀者如何檢索資訊，而不是一對一的服務。這種參考服務方式，主

要的價值是教育層面，包括正確的知識、檢索的過程、批判性思考等。 

（三）階層型參考服務（Tiered Reference Services） 

主要的區別在於不同層次的問題是由不同的館員或職員回答。通常性的參

考服務先由職員擔任第一線的參考服務工作，負責簡易的參考問題；而對

於比較深入或研究型的問題，在轉由專業的參考館員來負責。 

（四）虛擬參考服務（Virtual Reference Services） 

是目前最熱門的方式，它是結合資訊科技、透過電子郵件、網頁表單或即

時性交談等工具來服務網路上的讀者。這種服務的價值主要強調資料的即

時取得性與正確性，同時也重視個人服務，雖然讀者是在遠端的網路上。 

拉德那（Sharyn J. Ladner）與提爾門（Hope N. Tillman）認為在資訊網路時

代，參考服務的定義即是對讀者的需求提供任何型態的資訊。這些資訊也許是

直接回答讀者的問題；或透過簡單的檢索（快速參考工具）而得的答案；或是

可能包括一個很完整的書目，或幾篇文章；或是向讀者指出相關資料的所在地；

或是提供諮詢的相關人士或學者專家的名單等。換言之，參考服務就是依據讀

者的需求而提供資訊，無論資訊的型式為何，或所承載的是那一種媒體。利用

網際網路提供參考服務，亦包括讀者透過網際網路傳送其參考問題給館方，而

館方用同樣方式回答其問題。因此，網際網路除了可以提供資訊之外，亦可被

                                                 
21 David A. Tyckoson, “What is the Best Model of Reference Service?＂Library Trends,.5:.2（Fall 

2001）,pp18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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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做通訊的媒介22。 

由此可知，參考服務所秉持的精神是可以歷久而彌新的，但隨著時代的進

步與資訊科技的發展，檔案館在其服務方式以及運用的工具方面需有所改變。

近幾年，網際網路興起，參考館員應將之善用於其服務中是無庸置疑的。因為

檔案館未來一定會朝向數位化檔案館或虛擬檔案館的方向發展，所以檔案館必

須改變服務的方式與服務的態度，發展新的資訊服務項目以滿足讀者真正的需

求。換言之，檔案館必須掌握拓展網路服務的契機，提供新的服務項目以吸引

更多的讀者，特別是在網際網路中有許多的資源可供免費查詢與利用，參考館

員即應充份使用這些資源以提昇其服務的品質。 

二、檔案參考服務的開端 

由歷史得知，檔案館的發展中，初始皆由皇家檔案館開始發展，以保存皇

室有關資料為主，提供皇室或相關官員閱覽與使用。直到 1789 年法國大革命

後，政府檔案館所保存的檔案才開始供民眾使用。當時法國政府宣稱，檔案館

是屬於民眾的資產。其他西方檔案館，也相繼仿效，開放國家檔案館供民眾使

用。由於民眾在使用過程中，因不了解館藏，產生未能查檢到所需的檔案的情

形。故有賴檔案管理人員的協助，才逐漸發展檔案的參考服務。 

根據 Lucille Whalen 的分析，檔案界權威刊物 American Archivist 自 1938

年創刊至 1950 年，所刊載的論著均無「reference」一詞的出現23，直到 1950

年，Hermine M. Baumhofer 所發表的「Some Reference Problems of Picture 

Collections」一文，是首度在檔案學論著中出現「參考」一詞者。24由於此時

期的研究多半關注檔案保存維護及編目的問題，檔案學者對於參考服務並未投

                                                 
22 Sharyn J. Ladner and Hope N. Tillman, "Using the Internet for Reference," Online 17:1（January 1993），45. 
23 Lucille Whalen ., Reference Services in Archives （New York: The Haworth Press, 1986）,1-2. 

 
24 Hermine M. Baumhofer, ＂Some Reference Problems of Picture Collections,＂ American Archivist 13：2 (April 

1950):1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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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太多的關心。 

但因應 1960 年代美國資訊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Legislation）

的通過，檔案應用的觀念，被廣為接受，為滿足民眾應用檔案的需求，遂有檔

案參考服務的產生。1974 年 William Saffady 在參考服務期刊 RQ 所發表的

「Reference Service to Researchers in Archives」一文25，是檔案界研究「參

考服務」的開端，之前或有檔案使用者及其應用研究的論著，卻較少採用參考

服務之名者。關於「檔案參考服務」之意涵有： 

《檔案館管理》對於「檔案參考服務」的定義為：26 

「為提高檔案顧客使用檔案之品質及效率，各檔案館均視需要指定專 

人提供檔案諮詢服務，其內容包含提供檔案館館藏或其它檔案資訊、 

指導申請或使用檔案、協助檢索館藏與研究的過程等，亦可設傳真及 

電子信箱諮詢服務，提升服務效率與品質。各國國家檔案館皆提供有 

參考諮詢方面之服務，除了有專業人員協助外，並提供有研究助理之 

服務。」 

《檔案工作實用手冊》對於「檔案諮詢」的定義為：27 

「檔案諮詢工作是檔案館（室）以檔案為根據，通過個別解答問題 

，向利用者通過口頭、電話、信、函等形式提供檔案的有關情況和 

檔案檢索途逕，是檔案利用工作的一種特殊方式。」 

 《檔案學詞典》對於「檔案諮詢」的定義為：28 

                                                 
14

25 William Saffady, ＂Reference Service to Researchers in Archives＂ RQ 14 (winter 1974) :139-144. 

26 陳士伯，檔案館管理（台北：自行出版，2005），頁 684。 
27 張書才，檔案工作實用手冊（北京：高等教育出版，1991），頁 339。 

28 吳寶康，檔案學辭典，（上海：上海辭書，1994），頁 19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6

「檔案利用方式之一。檔案館（室）專業人員運用口頭或書面形 

式解答利用者提出的問題，向利用者提供檔案資訊的一項服務工 

作。通過諮詢服務，幫助利用者迅速有效的利用檔案，使檔案發 

揮更大的社會效益。按問題的難易程度分為一般性諮詢與專門性 

諮詢。按諮詢內容又可分為事實性諮詢或知識性諮詢，專題研究 

性諮詢或情報性諮詢。檔案館要設立專門的諮詢機構或指定業務 

水平較高的人員負責諮詢工作。」 

我國檔案管理局編印之《檔案管理名詞彙編》對於「檔案參考服務」一詞 

的解釋為： 

「指檔案管理人員提高檔案使用者應用檔案之品質、效率等各 

項活動，包含提供檔案館、館藏或其他檔案館的資訊、提供檔 

案諮詢、協助檢索館藏與研究的過程等。提供諮詢大都強調主 

動積極及使用者滿意度，其實施流程包括接受諮詢、查找檔案 

、答覆諮詢及建立諮詢檔案等事項。」29 

大陸編印之《檔案管理小百科》中，收錄有「檔案諮詢」一詞，其解釋為： 

「以檔案為依據，通過解答問題的方式，向諮詢者（及利用者） 

提供檔案材料、檔案專業知識和檔案檢索途徑的過程。是檔案館 

（室）為利用者服務的一種方式。按難易程度，分為一般性諮詢 

和專門性諮詢；按內容性質，分為事實性或知識性諮詢，以及專 

題研究性或情報性諮詢。……」30 

美國檔案人員學會(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簡稱 SAA)所出版的

《檔案人員、手稿管理人員與文件管理人員詞彙（A Glossary for Archivists, 

Manuscript Curators, and Records Managers）》對於「參考服務（reference 

service）」的解釋是： 

                                                 
29 檔案管理局編，檔案管理名詞彙編 （台北市：檔案管理局，民 91），頁 80。 
30 檔案管理小百科編輯委員會編，檔案管理小百科（北京：檔案出版社，1993），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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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協助研究人員使用檔案資訊有關的業務。」31 

簡而言之，「檔案參考服務」是指檔案館中直接負責輔導使用者尋找資訊，

以及利用檔案館館藏進行研究工作的一種任務32。為提高檔案讀者使用檔案之品

質及效率，各檔案館均視需要指定專人提供檔案諮詢服務，其內容包含提供檔

案館藏或其他檔案資訊、指導申請或使用檔案、協助檢索館藏與研究的過程等，

亦可設傳真及電子信箱諮詢服務，提升服務效率與品質。各國國家檔案館皆提供

參考諮詢方面的服務，除了有專業人員的協助外，並提供研究助理之服務33。 

檔案參考服務與圖書館參考服務雖然起源相同，但比較兩者之間仍有其異同

處，分析如表 2-1： 

表 2-1  檔案參考服務與圖書館參考服務之異同     

相同處 檔案參考服務 圖書館參考服務 

1 協助查尋資料 讀者、使用者    

2 提供查尋工具 透過網站、編製參考書目 

3.協助使用者方式 親自到館、電話、信件、e-mail 

4.應用空間 提供舒適環境、動線清楚、空間廣大 

5.合作機制 各級學校單位、私人企業、民間團體 

6.參考服務對象 民眾、研究員、專家學者、老師、學生等 

相異處 檔案參考服務 圖書館參考服務 

1.參考諮詢方式 

檢索工具（查詢全宗、系列、案

卷、件；查詢檔案產生者、檔案

來源、使用限制、提供複印等）

查檢館藏工具（線上公用目

錄、網路目錄） 

                                                 
31 L.J. Bellardo & L.L. Bellardo, A Glossary for Archivists, Manuscript Curators, and Records Managers  (Chicago: 

SAA, 1992), .29. 
32 林巧敏，「國家檔案開放應用之道－談檔案檢索與參考服務」，在現代檔案管理研討會議題報告彙編

（台北市：檔案管理局，民 93 年 9 月），頁 4-69~101。 
33 陳士伯，檔案館管理。台北市：自行編印，民國 94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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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參考諮詢涉及倫理
政府檔案、私文書（常涉及機

密、隱私問題） 
可公開之白色文獻（不涉國家

機密及個人隱私） 

3.參考館員學科背景 史學背景、圖書資訊背景 圖書資訊背景 

4.參考服務項目 
入館晤談、檔案借閱、檔案複

製、檔案諮詢、檔案檢索工具、

檔案展覽、檔案傳遞、檔案資

料庫的建置、檔案館藏資訊、

檔案文獻編纂、網站服務項目等

協助參考、襄助研究、教導利

用圖書館、節目設計、編輯書

目、選擇資料、參考資料之整

理、文獻傳遞等 

5.閱覽方式 閉架式（需由館員協助調借） 開架式或閉架式 

6.行銷利用 
靜態展覽、影片回顧、檔案館

導覽等 
動靜皆宜、戶外教學導覽、親子讀

書會、圖書館導覽、好書交換等 

資料來源：參考薛理桂，「論檔案參考服務之實施」，檔案季刊，3 卷 1 期，頁 38-39，

本研究整理。 

綜合前列之論述了解參考服務的觀念 1876 年源自於圖書館界，由美國公共圖書

館及大學圖書館開始實施，「參考服務」又稱為「參考諮詢」、「諮詢服務」、「參考工

作」等，檔案界引進較遲，1974年始方有檔案界研究「參考服務」的開端。 

三、檔案參考服務的範疇 

檔案館之參考服務，是指「協助使用者使用檔案資料的所有活動」34，它可

發生於館內的閱覽研究室裡，或是藉由電話、信件、電子郵件及傳真來提供；

它也可透過館外的公共教育活動來展現，一般而言，檔案館的參考服務通常包

含下列這幾種項目： 

Pugh,Mary Jo.認為廣義的參考服務為帶領使用者接觸到所需的檔案文

件，其範圍包括下列事項：35 

（一）提供檔案館的相關資訊； 

                                                 
34 Bellardo, L. J. & Bellardo, L. L.(Comp.). A glossary for archivists, manuscript curators, and records 

managers. (Chicago: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1992)，p29. 
35 Pugh, Mary, Jo.  Providing Reference Services for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Chicago: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99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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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館藏的相關資訊； 

（三）協助自館藏檢索資訊； 

（四）提供有關檔案產生者的資訊； 

（五）提供有關其他檔案館或資源的資訊； 

（六）提供有關著作權、隱私權、機密、資訊自由與其他相關法律的資訊； 

（七）指導使用檔案並提供研究過程的協助； 

（八）實際檢索檔案； 

（九）館藏複印； 

（十）館藏借閱使用。 

由此可知，廣義的參考服務實包含了許多廣泛的活動，也牽涉到館藏的智

識控制、檔案館之行政政策及館員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和溝通技巧等。  

Richard J.Cox指出檔案管理機構欲提供適當的參考服務應具備七項基本要素36： 

（一）要有適當的研究設施，有優質的機構檔案 

這是最重要且最基本的要素，如果沒有有助於研究的設施，是無法發揮檔案

功能的。適當的檔案研究設施，必須要有固定的服務時間（機構人員和其他研

究人員普遍週知）、舒適的桌椅、重要參考資料（如字典、百科全書及其他檔案

索引目錄工具）。 

（二）要有清晰的書面規則和使用規定 

規則中必須清楚地讓研究人員知道檔案是獨一無二的，並要求研究人員配

合維護檔案。通常應包括的資訊有：研究人員可以攜入檔案閱覽室的物件、可

借閱的資料、書寫工具（筆）的限制、資料使用、禁止飲食和吸煙、複製服務、

電話、建議之引用方式等。 

                                                 
36 Richard J. Cox, Managing Institutional Archives: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Wesport, 

CT:Greenwood,1992）,13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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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理研究人員之申請表 

研究人員申請表在研究人員初次造訪檔案館（室）之後完成，透過申請表

蒐集研究人員的相關資訊，包括姓名、地址等個人資料、服務機構或就讀學校、

研究目的（寫文章或書、做論文、製作專輯影片、個人好奇等）、研究主題、分

享研究成果之意願。這些資訊可以讓檔案參考人員得知讓研究人員取用若干檔

案是否會發生潛在問題，亦可追蹤檔案被應用的情況，同時做為檔案應用服務

與檔案加值之規劃基礎。 

（四）研究人員訪談 

入館訪談（entrance interview）可以讓檔案參考人員得知申請表格中未能表

達的需求，以及研究人員的檔案應用經驗。離館訪談（exit interview）則可以讓檔

案參考人員知道研究人員是否成功的運用檔案。 

（五）檔案傳遞政策 

每個檔案典藏機構都應該制定政策處理無法親自到館（室）應用檔案之研

究人員之需求，包括信件、電話等之處理原則。 

（六）提供複製服務 

每個檔案管理機構都應該提供複製服務，且收費應該合理，以人力和技術

成本為主要考量。 

（七）資訊使用研究及檔案與檔案機構應扮演之角色 

James Rettig 則主張：「參考服務在理論上可詮釋為人際溝通之過程，其目的

在於直接自適當的資料中提取所需要的資訊予資訊蒐求者，或間接地提供其適

當的資料來源或教導其如何由資料來源中尋找所需資訊。」37 

大陸的學者稱「檔案參考服務」為「檔案諮詢服務」，在陳兆祦、王信功、

劉振淮主編之《檔案工作實務全書》指出「檔案諮詢服務」是指檔案收藏部門

                                                 
37 ＜http://www.lib.ntu.edu.tw/pub/univj/uj1-a/uj1_7html#2#2＞（2006 年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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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使用者詢問，指導其利用檔案訊息資源的一種服務方式。其內容包括：38 

（一）準備諮詢條件 

  檔案館應選配素質較高，熟悉館藏和檔案業務，知識面較廣的工作人員充任檔

案諮詢員。在物質方面應有豐富的館藏，以及較完備的檔案檢索工具、參考資料、閱

覽及通訊設施。 

（二）開展日常的諮詢活動 

具體工作內容有：向檔案使用者傳授檔案文獻知識、檔案工作知識；幫助

使用者熟悉和了解與其利用需求相關的館（室）藏檔案與資料情況；協助、輔

導檔案使用者了解和使用檔案開放目錄；向使用者推薦和介紹有關的檔案編研

成果、工具書；向使用者宣傳開放的檔案情況及其他有助於使用者需求實現的

檔案訊息線索；解答使用者提出的有關檔案文獻內容、檔案典藏機構、利用制

度、檢索工具使用方法、檔案部門服務方式等一般性詢問。各級各類檔案館（室）

還應互通資訊和訊息，以便給檔案使用者提供全面的服務，主動為使用者提供

其他收藏單位的情況。 

（三）開展特殊的諮詢活動 

分為專題諮詢服務和後續諮詢服務。專題諮詢服務是檔案館（室）在了解

使用者利用檔案信息的專題範圍基礎上，有計劃地為其蒐集相關題目的檔案資

訊，編輯檔案參考資料，主動協助檔案使用者實現其利用需求的一種特殊服務

方式。後續諮詢服務是在初步滿足檔案使用者利用需求之後，繼續為使用者蒐

集相關的檔案訊息線索，主動為之提供新的資訊訊息的一種服務方式。 

    劉經梅及沈固朝則提出，若依參考服務作業範圍有系統的分類，可分為直

                                                 
38 陳兆祦、王信功、劉振淮，檔案工作實務全書（上）（北京市：中國三峽出版社，2000 年 7 月），頁

444—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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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服務與間接服務兩大類：39  

（一）直接服務 

直接服務是直接提供讀者所需資源的服務事項，包括：利用教育、讀者指

導、資訊檢索服務、諮詢服務等工作。 

（二）間接服務 

 間接服務為滿足讀者需求所提供的支援事項，包括：建立參考館藏、提供

館際互借、合作諮詢服務、編輯書目文獻、最新資料通報服務、展覽、文獻研

究、提供進行中研究的資訊、代譯服務、宣傳推廣、參考服務評鑑等工作。 

許惠文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館實務工作的觀點，討論有關參考

服務的工作範圍，40包括： 

（一）入館晤談； 

（二）檔案借閱； 

（三）檔案複製； 

（四）檔案諮詢； 

（五）檔案檢索工具； 

（六）檔案展覽； 

（七）檔案資料庫的建置； 

（八）網站服務項目。 

綜合上述各項檔案參考服務所界定的範圍可知，涵蓋的層面十分廣泛，可歸納

出檔案參考服務主要是指檔案館中直接或間接幫助使用者尋找資訊，回答問題，告

知檔案產生者的資訊及相關涉及法律的資訊，檔案檢索工具的指導，與各類檔案館

（室）互通訊息，檔案的複印和借閱等。各檔案典藏單位所提供之項目不盡相

同，茲整理出目前參考服務涵括的範疇如表 2-2，檔案館如能提供良好的參考

服務，將使檔案館館藏更有效的被利用。 
                                                 
39 劉經梅、沈固朝合著，參考服務概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年）。 
40 許惠文，「檔案參考服務：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為例」，檔案季刊，3 卷 1 期（民國 93 年 3 月）：頁

10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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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檔案傳統參考服務範疇 

檔案參考服務 服   務   內   容   說   明 

1. 入館（開始）晤談 參考館員與使用者進行智能交流、分析問題、詢問查檢

用途與期望目的、形成策略、問題解決、提出建議、使

用指導檔案、告知應遵守事項等。 
2. 研究中晤談 協助發現檔案信息組織或個人資料、內外在證據，協助

判斷文件真實性、了解偏見或不同的解釋，重新評估資

訊需求及策略、建議使用其他檔案等。 

3. 出館（結束）晤談 蒐集使用者評估意見、了解使用者滿意度、集結完整晤

談製作紀錄、編製使用者研究主題等。 

4. 參考諮詢 
（臨櫃、電話、信件） 

接受諮詢、查找檔案、答覆諮詢、建立諮詢檔案、告知

諮詢倫理、填寫製作諮詢紀錄、統計諮詢數量等。 

5.查閱（檢索）服務 協助查閱檔案、協助檢索館藏、告知檢索工具、提供檔

案產生者資訊、檔案的來源、檔案使用的限制、協助操

作設備如電腦系統或微捲閱讀機等。 

6 提供複印服務 告知檔案是否可提供複印、複印的數量比例、複印機如

何使用、複印所涉及之隱私權、著作權和國家機密、複

印收費、複印機器之檢查與紙張之加裝、統計複印收入等。

7.檔案閱覽應用 協助填寫檔案借調單、清點核對檔案、歸還檔案、檔案

借閱、目錄查詢、檔案預約、教育服務、統計檔案閱覽

人數、件數、案卷名、讀者來源等。 

8.檔案展覽 協助規劃展覽主題、選取檔案相關內容、詮釋檔案內容、

協助掃描檔案燒錄光碟、製作檔展簡介等。 

9.檔案出版 出版規劃、文獻粹取、檔案編纂、校對審核、檔案介紹、

、編製書目或工具書、彙整印製等 
10.檔案資料庫建置 製作規劃資料庫、提供資訊檢索、關鍵詞建置、權威檔

或索引編製、使用者常用問題彙集、評估整合參考資源

等。 
11.檔案館導覽 導引參觀、影片或簡報製作、與其他部門之聯繫溝通、

發佈活動訊息、檔案新知通報、讀者意見彙整、檔案推

廣服務等。 
12.館際互借、流通 增加館藏使用率、了解讀者興趣、檔案互借與研究、共享

資源設備、互通檔案訊息、合作參考服務、參考服務評鑑等。 

     （研究生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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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參考服務的實施過程 

    美國著名的參考館員馬奇（Ma Qi）以其長期的業務實踐總結出參考諮詢的

「3 M 法則」，即資料（Material）、智力（Mind）和方法（Method），他認為資

料是開展參考諮詢服務的物質保證，參考館員應具有豐富的知識，能根據聯想、

判斷和推理來分析與解決讀者的諮詢問題，同時應具備善於利用館藏資料和各

種工具書的技能，其中「方法」居主導地位。41 

Pugh, Mary Jo.認為檔案參考服務的實施分為館內的參考互動與館外的電話

及信件詢問兩種。42 

（一）館內的參考互動 

參考互動是一個透過三階段的晤談、持續的幫助和後續的活動逐步形成的

互動式的過程。參考館員經常在使用者、檢索工具和檔案中斡旋，在這些要素

中理解其互動，參考互動包括智能的和行政的要素，它影響著使用者和參考館

員之間的人際關係的動態。參考服務的質量取決於承認並且成功解決參考業務

的錯綜複雜的動態。有效的參考互動使一個使用者能夠完全運用檔案的資源，而滿

足庫藏的管理的要求。  

參考互動，也叫做問題協商，分為智能項目與行政項目： 

1.智能項目（Intellectual Elements） 

參考服務主要由參考館員提供智能的分析、判斷與提供解決之道，其過程由

三項活動組成︰ 

（1）初次晤談（The Initial Interview）：晤談的過程可讓使用者與參考館員兩

者間進行智能的交流，雙方能表明各自之期待、需求、和限制的溝通機

會，以增進對參考問題的了解。它包括下列幾種活動： A.確認使用者身

份，B. 確定使用者之需，C. 與使用者討論是否可將其研究資訊與其他

人交換，D.解釋檔案館之相關規定。 

                                                 
41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北京：中國大百科全

書出版社，1993），頁 23。 
42 Pugh,Mary Jo, Providing reference services for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Chicago: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1992）,.41-48；薛理桂，檔案學導論（台北：五南圖書，2004 年），頁 30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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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進行中繼續晤談（Continuing Interaction during Research）：參考館員

協助使用者形成檢索策略後，再由使用者根據此檢索策略查檢館藏中相

關的檔案資料，以進行其研究。 

（3）結束晤談（Exit Interview）：理想的情況是由開始晤談起始，到結束晤談

結束。但實際的狀況卻不然，由於研究者完成其檔案檢索後，常會自行

離去，參考館員須先行告知研究者。可詢問館藏對於其研究之價值性有

多高？檢索工具對於其研究之幫助有多少？在查資料時，使用者是否有

遇到任何問題？檔案人員的協助是否有助於其研究？使用者是否知道

還有哪些其他有相關館藏的檔案館？等問題，結束晤談是使用者評估檔

案館提供服務的一次機會。館方可獲得使用者的意見回饋，使用者能確

定使用檢索工具、安排報告和維持館藏的情況，建議徵集方向、並且評

估參考服務。以作為改進或加強之參考。 

2.行政項目（Administrative Elements） 

行政項目是與提供參考服務有關的項目，包括： 

（1）登記：檔案館為保護珍貴的典藏檔案，通常設有門禁，由負責門禁的人

員檢查來訪人員的身分證明，並在登記簿上登記來訪者的姓名、單位、

來訪時間等資料。 

（2）告知應遵守事項：在使用者參考服務之前，先行告訴使用者有關檔案借

閱、影印、檔案需妥善使用、著作權與引用的規定。 

（二）館外的電話及信件詢問 

參考館員鼓勵使用者在親自到館之前，能夠先以電話或信件、傳真或電子

郵件，告知其需求。對於此種情形，館方需訂定政策，考量應給予之答覆的詳

細度為何，允許檔案人員能花費多少時間在回答這些問題上；一般而言，檔案

館仍應以優先服務親自到館之使用者為原則。 

陳士伯所著《檔案館管理》中綜合先進國家之國家檔案館所提供之顧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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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內容，歸納顧客服務作為有43： 

（一）館藏調閱服務 

1.目錄查詢、2.調閱申請：（1）預約調檔服務，（2）電話預調服務，（3）

電子郵件預調服務，（4）大量調檔服務。 

（二）檔案參考服務 

（三）使用指導 

（四）出版服務 

（五）展覽推廣 

（六）教育服務 

（七）其他：1.檔案複製服務，2.意見回饋，3.顧客服務中心，4.協助政府單位 

    而 Kiemele 提出了檔案館參考服務實施的詳細流程圖，見圖 2-3： 

 

 

 

 

 

 

 

 

                                                 
43 同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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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者 

資訊需求 

提出問題或資訊 / 資訊需求 

檔案參考館員 

接受問題 

問題分析 

將問題轉化為「問題詞彙」

形成檢索策略 

使用者指導         參考館員指導 

                 使用者決定研究需要的相關檔案 

使用者滿意 使用者不滿意 

重新評估資訊需求：更新檢索策略 

參考諮詢結束 

使用者滿意 

圖 2-3  參考服務流程圖 
資料來源：Sandra, Kiemele “A study of archivists＂perceptions of reference service. Canadian Library 

Journal  47（1990）：35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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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線上參考服務的規劃與應用 

一、線上參考服務的意涵 

在檔案館進入電子化的時代，參考服務由靜態的讀者服務，走入虛擬

與實體並行的多軌模式。檔案館面臨更多的網路資源、更新的網路服務型

態，以及更多的數位化資料，隨著時代的潮流與趨勢推進到一個利用資訊

科技整理資訊、展示資訊與傳送資訊的時代，傳統的參考諮詢服務與參考

館員的基本學識素養已無法應付多元複雜的社會。這些網際網路（Internet）

所帶來的變化與衝擊，使檔案館的作業程序與服務方式起了變革，也為成

型已久的參考服務界帶來風起雲湧的創新和改變。網際網路的技術具有強

大的潛力，成為參考服務館員與資訊需求者互動的優良管道，於是參考服

務界開始重新思考並探索在數位環境中適度改變的可行性與必要性44。 

現今檔案館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不只服務館內的使用者，遠端的使

用者也需要服務，利用網際網路服務遠端使用者的技術已逐漸成熟，相信

檔案館界未來也將如圖書館一樣掀起一波線上參考服務熱潮。 

為了因應這些科技環境的變化，提升檔案館參考資訊服務品質，近年

來一些新興的概念與服務隨之而生，如將電腦、光碟、電傳視訊、多媒體、

超文件等新興科技應用在檔案館服務。而線上參考服務（Online Reference 

Services）的發展，是在傳統的參考服務基礎上，利用電腦和網路，提供使

用者一種即時的、數位化的參考服務，使檔案館一方面能藉之提高服務績

效，擴大服務範圍，滿足使用者需求，同時也能藉此使檔案館員的專業能

力得以進一步發揮45。 

                                                 
44 Lisa A Ellis,.“Approaches to Teching through Digital Reference.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32：2（2004）：103-119。 
45 蔡碧芳，「我國大學圖書館數位參考服務發展之研究」，大學圖書館，8 卷 1 期（民國 93 年 3

月），頁 19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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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lure and Lankes 對於線上參考服務（Online Reference Service ）下了

個簡要的定義： 

「指以網際網路為管道、由人介入協助使用者與提供參考服務， 

使讀者能回答問題會給予指引的專家溝通。」46 

而 Wasik 認為線上參考服務，也稱詢問專家服務（Ask- an- Expert），是： 

「以網際網路為基礎，連結使用者與學科專家之間的詢問回答 

服務與推薦參考資源。」47 

美國教育部的「虛擬參考臺」（The Virtual Reference Desk）定義為： 

「以人為媒介透過網路協助使用者的一種資訊服務。」在 VRD 

網站中解釋數位參考或是〝Ask A Services〞服務是以網際網路為基礎 

的一種問答服務，它連結使用者與專家或主題的專門技術知識 

，使連結的人士是可以回答問題及支援發展技術的48。 

Joseph Janes 等人提出的線上參考服務定義為： 

「線上參考服務是一種機制，透過它，讀者利用電子化工具提 

出問題，參考館員利用同樣的工具回覆讀者，而不是直接面對 

面、或透過電話提供服務。」49 

蘇小鳳在其著作《即時數位參考諮詢服務》中歸納線上參考服務的

                                                 
46 McClure, Charles R. and Lankes, R. David. Assessing Quality in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s : A 

Reseearch Prospectus .Retrieved April 8,2005 from http:// quartz.syr.edu/quality/Overview.htm. 
47 Wasik,Joann M.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s. Retrieved Sep.11,2006. from 

http://www.michaellorenzen.com/eric/referecce-service.html 
48 The Virtual Reference Desk （VRD）is a project dedicated to the advancement of digital reference 

and the successful creation and operation of human-mediated, Internet-based information services. 
VRD is sponso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RL: http://www.vrd.org/about 
shtml（9/23/2006）. 

49 J.Janes, D. Carter, P.Memmott,〝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 in Academic Libraries,〞Reference and 
User Services Quarterly,.39：2（1999）：14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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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為： 

「參考服務人員利用網際網路與不在館員面前的使用者進行資訊 

需求諮商並傳遞解答或文獻的一種服務。」此「不在館員面前的 

使用者」指的是諮詢當時無法與館員面對面溝通的使用者，使用 

者也許遠在地球的另一端、在家、在辦公室或校園中研究室，也 

或許就在圖書館或檔案館裡的某一部電腦前50。 

莊健國的《圖書館數位合作參考服務的理論與實務》一書對線上參

考服務的定義為： 

「圖書館運用電腦介面或工具，透過專業人員協助讀者查詢資 

料的一種過程」。 

徐嘉僑的〈數位參考服務在現代圖書館的應用〉一文中指出： 

數位參考服務是一種利用網際網路的資訊科技技術，提高傳 

統服務品質做法的理念，它的主要目的在於能藉助網際網路 

的技術達到不限空間、不限時間的理想，完成使用者與參考 

館員之間的問答。 

綜上所述，線上參考服務是指將部分傳統式的參考服務轉以線上即時

服務的方式來提供更便捷、完整的參考服務，而不只是線上參考諮詢而

已。它基本上包含了四大要素：網際網路、諮詢服務的相關軟硬體、參考

館員與使用者。所提供的服務有基本的資訊、互動式的服務及各種獨特的

服務。在探討檔案館服務的層面和對象時，尤需要注意使用者的需求與滿

意度。 

線上參考服務（Online Reference Service）在文獻中另還有其他相近似

的名詞，例如：數位參考服務（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虛擬參考服務

                                                 
50 蘇小鳳，即時數位參考諮詢服務，（台北：文華圖書館管理公司，94 年 6 月），頁 3。 



參考服務在國內檔案典藏單位應用之研究 

 
 

  

 31

（Virtual Reference Service），電子式參考服務（Electronic Reference 

Service），即時參考服務（Real-time Reference Service），即時線上參考服

務（Live Online Reference Service），網路參考服務（Web-based Service），

即時訊息服務（Instant Messaging）等，在本文各章節中會交替使用。 

二、線上參考服務與傳統參考服務的差異 

線上參考服務的方式與傳統參考服務方式不盡相同，傳統參考服務方

式的內容必須加以修正，才能符合提供線上參考服務的需求。然而實施線

上參考服務，並非完全放棄傳統參考服務；而實施線上參考服務，也無法

完全取代傳統參考服務，兩者應是相輔相成。此外，線上參考服務更能擴

展服務層面、擴大參考資源、提升服務效率、呈現不同的諮詢工具、即時

的回覆問題、詳實的紀錄各種諮詢問題。 

茲將線上參考服務與傳統參考服務的主要區別，見表 2-3： 

表 2-3  傳統參考服務 vs. 線上參考服務 

項 目       服務 傳統參考服務 線上參考服務 

服務層面    窄（限館內）   廣（無國界限制） 

參考資源    印刷式資料 數位資源 

服務效率  低（限上班時間）  高（全年無休） 

諮詢工具 口頭、書信、傳真 電

話 

電子信箱、網頁表單、

即時交談諮詢軟體 

即時回覆 需到館親訪方可即時回覆  遠端即可獲得答案 

讀者轉介服務      可轉介      可轉介 

諮詢紀錄    不客觀可造假     客觀詳實 

知識庫建置     無法提供 可提供使用者瀏覽 

資料來源：整理自莊健國，圖書館數位合作參考服務的理論與實務（臺北

市：文華圖書，民國 93 年 11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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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庭孝的「網路訊息諮詢與傳統參考諮詢比較分析」指出網路環境下

傳統參考諮詢發生了巨大變化。文章比較分析了網路（線上）訊息諮詢與

傳統參考諮詢在諮詢訊息來源、諮詢服務方式、問題答覆與查尋、諮詢服

務模式、諮詢服務內容、諮詢服務對象、諮詢服務人員和諮詢服務理念等

八個方面的異同51。分述如下： 

（一）諮詢訊息來源 

網路（線上）參考諮詢是以電子訊息或數位資訊、印刷型文獻訊息

為資源。其訊息源之種類有：CD-ROM 出版物、數據庫、線上檢索訊

息源、網際網路訊息源、線上數據庫、線上館藏目錄庫、電子書、

電子報、教育培養訓練類訊息、動態性訊息等全球訊息等。 

傳統參考諮詢是以印刷型文獻訊息為參考資訊源。其訊息源之種類

有：傳記資料、卡片目錄、聯合目錄、字典、詞典、百科全書、地

理資料、文獻指南、手冊、索引、書目、文摘、專著、教科書、非

傳記指南、一次出版物、年鑑等。 

（二）諮詢服務方式 

      網路（線上）參考諮詢是利用自動化和網路化操作速度快，效率高，

服務更方便，不受時間 、地域的限制。使用者不必親臨檔案館，

可以透過電子郵件、網路電話、在館方的 Web主頁和諮詢網頁上留

言等模式向館員諮詢；諮詢館員可透過電腦檢索、線上資料庫檢索

和網路訊息檢索。 

      傳統參考諮詢是以人工檢索為主，週期長，效率較低，需親自上門

諮詢，受時間和地域的限制。參考從業人員不但辛苦，而且大量寶

貴的時間都浪費在瑣碎的細節上，難以發揮出其智力、優勢。 

（三）問題答覆與查尋 

網路（線上）參考諮詢是簡單重複的問題，可直接引向網上專家諮

詢系統或 FAQ（常見問題集）。複雜的研究性諮詢問題，可提交網路

諮詢討論組或透過網路諮詢協作系統來完成。 

                                                 
51文庭孝，「網路訊息諮詢與傳統參考諮詢比較分析」，圖書與情報 85 期（2001 年 4 月），＜

http://www.gslib.com.cn/xh/cbfx/tq/tq0502.htm＞（2006 年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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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參考諮詢是參考館員透過手翻、眼看參考工具書與文獻資料和

心想來解決用者諮詢問題，然後用手抄整理形成諮詢檔案 。 

（四）諮詢服務模式 

      網路（線上）參考諮詢是以遠程、虛擬為主要特徵。形式多種多樣，

不拘一格。種類有：電子郵件、網路電話、圖文訊息、Web主頁、

諮詢討論組、常見問題集、線上諮詢、專家諮詢系統、視訊會議、

網路合作諮詢、虛擬實境技術。 

      傳統參考諮詢是大多數是單個、重複、被動、瑣碎的。比較簡單和

單一。種類有：諮詢櫃台、面諮、電話諮詢、專家會議、多館合作。 

（五）諮詢服務內容 

網路（線上）參考諮詢是以電子文獻、數位化文獻或網路資訊為基

礎，以電腦檢索和網路檢索為模式，以透過網路利用本館的一切使

用者為對象而進行的各項問題解答活動。種類有：網上檔案館介紹、

檔案館知識性服務、網路目錄諮詢服務、網路專題諮詢服務 、用

戶培養訓練服務、提供資料庫服務、網路諮詢協作系統建置、幫助

讀者選擇和使用資料庫、線上即時輔助、電子郵件服務、網路檢索

工具介紹與評估、諮詢資料庫建設和網路訊息提供服務等。 

傳統參考諮詢是包括書目參考工作與解答諮詢工作。具體的參考諮

詢工作包括：文獻調查工作、參考工作、書目工作、解答諮詢工作、

文獻檢索工作和文獻提供工作。除此以外，許多研究者還把讀者輔

導、使用者教育培訓、文獻檢索教學、參考諮詢評價等納入。 

（六）諮詢服務對象  

      網路（線上）參考諮詢是諮詢服務對象已由一館拓展到全球，在網

路系統內任何一個使用本館文獻資訊的人都是服務範圍的使用者。

各類型使用者可以同時利用一個館的諮詢服務，不受時間、地域、

專業和人數等限制。而且使用者訊息意識增強，使用者對訊息和諮

詢服務需求的數量、質量和時效不斷提升。 

      傳統參考諮詢是服務對象特定、有限，多侷限於本館讀者。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4

（七）諮詢服務人員 

網路（線上）參考諮詢的網路諮詢使用者數量多，諮詢服務要求廣、

及時，服務質量要求高。以使用者為中心，參考館員為「仲介」和

「網路導航員」的作用，指導使用者自己完成諮詢問題的解答，或

提供線索，而不是替使用者包辦一切。對諮詢服務人員素質要求提

升，尤其是在電腦操作能力、網路駕御能力、資訊意識和資訊服務

意識等方面。重新評估諮詢服務人員的知識、年齡、性別、職稱架

構等。 

      傳統參考諮詢的服務人員專業性高，經驗豐富，知識廣博。使用 

者多偏重於專家、研究人員。 

（八）諮詢服務人員能力 

      網路（線上）參考諮詢要具備資訊能力、公關交際能力、科研能力

篩選、評價、運用參考服務成果的批判性，概括昇華參考服務實踐

經驗的及時性和有效性。綜合反映能力︰包括觀察力、傾聽力、記

憶力 、想像力、思考力、分析判斷力、表達力等。 

      傳統參考諮詢是以諮詢館員為中心，館員為使用者提供諮詢問題的

完整解答，使用者的倚賴心理較強。 

（九）諮詢服務理念 

      網路（線上）參考諮詢是 1.要求諮詢服務人員和使用者摒棄舊的不

適應的思惟模式，尋求新的適合網路資訊諮詢的思惟模式。2.要求

從傳統的資訊資源觀、使用者觀和服務觀向網路資訊諮詢的新資訊

資源觀、新使用者觀和新服務觀轉變。3.要增強資訊意識，資訊商

品意識和資訊守密意識等理念。一切皆在變，要從變中求生存。傳

統參考諮詢是被動式的等待使用者親自到訪諮詢。 

依據上列敘述綜合比較分析製表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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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4    線上參考諮詢與傳統參考諮詢之比較分析 

        方式 
項目 傳統參考諮詢 線上參考諮詢（網路） 

諮詢訊息來源 印刷型文獻訊息。 

 

電子訊息、數位資訊或印刷型文

獻訊息資源。 

諮詢服務方式 
 

以人工檢索為主，週期長，效率

較低，需親自上門諮詢，受時間

和地域的限制。 

利用自動化和網路化操作速度

快，效率高，服務方便，不受時

間 、地域的限制。 

問題答覆與查

尋 

參考館員透過手翻、眼看參考工

具書與文獻資料，採心想來解決

使用者諮詢問題，然後用手抄整

理形成諮詢檔案。 

簡單的重複的問題－可直接引

向網上專家諮詢系統或 FAQ（常

見問題集）。 

複雜的研究性諮詢問題－可提

交網路諮詢討論組或透過網路

諮詢協作系統來完成； 

諮詢服務模式 
大多數是單個、重複、被動、瑣

碎的。形式比較簡單和單一。 

以遠程、虛擬為主要特徵。形式

多種多樣，不拘一格。 

諮詢服務內容 

包括目錄參考工作與解答諮詢

工作。 

 
 

 
 

以電子文獻、數位化文獻或網路

訊息為基礎、以電腦檢索和網路

檢索為模式、以透過網路利用本

館的一切使用者為對象而進行

的各項問題解答活動。 

諮詢服務對象 

服務對象特定、有限，多侷限於

本館讀者。 

諮詢服務對象已由一館拓展到

全球，各類型使用者可同時利用

一個館的諮詢服務，不受時間、

地域、專業和人數等限制。 

諮詢服務人員 

諮詢服務人員專業性高，經驗豐

富，知識廣博。 

使用者多偏重於專家、研究人

員。 

網路諮詢使用者數量多，諮詢服

務要求廣、及時，服務質量要求

高。以使用者為中心，館員為「仲

介」和「網路導航員」的作用，

指導使用者找尋解答。 

諮詢服務人員

能力 

以諮詢館員為中心，館員為使用

者提供諮詢問題的完整解答，使

用者的倚賴心理較強。 

需具備資訊能力、公關交際能

力、科研能力、篩選、評價、運

用參考服務成果的批判性，概括

昇華參考服務實踐經驗的及時

性和有效性、綜合反映能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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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理念 

被動式的等待使用者親自到訪

諮詢。 

1.要求諮詢服務人員和使用者

摒棄舊思惟模式，尋求新的適

合網路資訊諮詢的思惟模式。

2.要求從傳統走向網路資訊諮

詢的新資訊資源觀、新用戶觀

和新服務觀轉變。 

3.要增強資訊意識，資訊商品意

識和資訊守密意識等理念。 

資料來源：依據文庭孝的「網路訊息諮詢與傳統參考諮詢比較分析」一文自行整理。 

三、線上參考服務的功能與重要性 

    根據 R.David Landes 的評估與分析，認為五個必須改變參考服務的理

由，52分別為：1.增加館外的資源使用，2.減低地理位置對使用者的限制，

3.配合不同的讀者群可以提供不同的服務，4..增加資源的豐富性以及提供

專業知識的需求，5.回答參考問題的新選擇。 

    Marc Meola 與 Sam Stormont 在《Starting and Operating Live Virtual 

Reference Services》 一書提出十個線上參考服務的理由：53 

1.服務線上讀者，2.結合時代的脈動，3.快速回覆的參考，4.虛擬參考晤談，

5.線上顯示內容，6.服務遠端讀者，7.接觸新世代讀者，8.強化讀者多樣能

力，9.創新並學習劃時代新技能，10.尋求市場並建立良好關係。 

   莊健國在《圖書館數位合作參考服務的理論與實務》中敘述實施數位

參考服務的理由，如下： 

1.時代的趨勢與潮流，2.即時互動性，3.找回流失的 e 世代讀者，4.超越圖

                                                 
52 Lankes,R.Daid.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 in the new millennium: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3-4. 
53 Marc Meola and Sam Stormont，〝Offering Live Virtual Reference,〞in Starting and Operating Live 

virtual Reference Service（New York: Neal-Schuman,2002）,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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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館服務極限，5.縮短讀者與圖書館之距離，6.方便指導讀者資訊利用技

巧，7.讀者感受到親切與快速的服務。 

蘇小鳳在《即時數位參考諮詢服務》一書中認為線上參考服務在本質

上可以帶來以往傳統參考服務所未具備的必要性54： 

1.移除或減低地理位置對使用者造成的限制、2.24/7 提供參考服務於資訊

需求點上、3.配合不同的使用群特質而提供的服務、4.配合遠距教學，提

供參考服務予遠距學生、5.回答參諮詢的新選擇、新管道、6.提供高品質

的聯合參考服務。 

王明美、黃羨文歸納線上參考服務的特性為55： 

1.延長服務時間及擴大服務範圍 

由於 Internet 提供電子郵件、檔案傳輸、遠程載入與線上交談(Inter- net 

Relay Chat, 簡稱 IRC)等基本功能，並且隨著各區域網路的連接，網路早

已超越時間與空間的侷限。因此，讀者無論在任何時間或空間，皆能利用

網路使用檔案館的各項資源與服務。 

2.提供即時性的服務 

現在由於 Internet 具有遠程載入、電子郵件與檔案傳輸功能，除了

加速檔案館對資料的掌控外 (如書目與館藏記錄資料的查詢) ，對於資料

的傳輸速度更有明顯的改善(如電子化文獻傳遞)。同時，也由印刷性資料

轉為多媒體與超聯結 (hyperlink)，性質更趨於活潑與互動性。 

3. 增加館際間的合作 

有時參考服務問題的性質是十分複雜，且困難度極高的。經網路的串

連，檔案館間合作的機會亦相對提高且可行。最常見的是，使用群研論壇

                                                 
54 蘇小鳳，即時數位參考諮詢服務（臺北市：文華圖書，民國 94 年 6 月），頁 5-7。 
55 王明美、黃羨文「大學圖書館的參考服務」。大學圖書館 3 卷 3 期（民國 88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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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Group, E-forum, Newsgroup)發出求助訊息，以完成某一項

參考服務問題。 

4. 化被動為主動的服務 

傳統的參考服務方式多半是館員在檔案館內等候服務讀者的需求，但

是在數位化檔案館情境下，勢必有所改觀，形成所謂的「巡迴參考館員」，

而此新型參考服務的特色在於強調「現場」(on-site) 服務。參考服務人

員可就某一問題或需求，親至讀者處或經由網路通訊連線方式，以達成「實

際或虛擬式的現場」(physical or virtual on-site) 服務。 

線上參考服務的重要性，形之在網際網路時代的圖書館、檔案館，不

論是其館藏收藏的主體性，或是使用資料的讀者群，他們的資訊尋求行為

或是館藏政策訂定思維均會朝著數位建置的方向及原則而行，讀者對館方

的需求也不會以傳統的圖書館或檔案館所能提供的資源及服務為滿足，快

速、不限時空的服務方式已是今日讀者基本要求項目，線上參考服務自然

也隨著館藏數位化、服務數位化而不斷的改進。 

事實上，線上參考服務現在每天都依靠著網際網路來回答參考問題，

而館員及資訊專家提供遠端參考服務給其顧客及一般大眾，並建置一套有

品質的資訊服務標準。這些存在的現象都說明了在館方的生物鏈中，不論

是讀者的角度，或是館員的角色，都是朝著數位化建置、數位化典藏、數

位化查詢、及數位化服務的方向邁進，而參考館員採用數位化的服務理念

及方法在其中所擔任的傳播及媒介的角色，可以說是今日推動線上參考諮

詢最重要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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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線上參考服務的規劃設置 

雖然現今大部分的日常業務已電腦化，即使新的來源很多是電子資

料，但圖書館、檔案館仍存在著眾多的實體資料，許多管理者為了種種

理由不願正視電子化館藏與數位化管理。在建置線上參考服務時所要考

慮的問題很多，規劃之初，要調查館方本身的現況、使用者需求、硬體

和通訊基本配備與為何要增加新服務的原因，以及成立規劃小組，同時

讓館員參與規劃和進行。蔡碧芳提出建置時討論的相關問題有七項：56 

（一）服務政策－因服務對象、收藏範圍等差異，因此服務政策也會有所

不同。要考慮的問題包括使用者類別、問題類別、館員和使用者隱

私和隱私權的聲明。 

（二）作業調配－要思考服務方式、人力支援、工作地點、參考服務時間、

經費負擔及工作管理與組織的模式。 

（三）人員－擔任線上參考服務的人員可以是館員或參考助理、參考館 

員、學科專家57。館員必須具備不同於面對面和電話參考服務的技

能，除了原有參考館員所需的專業知識外，基本電腦和網路的常識、

對電子資源的了解、快速打字速度、即時回覆和立即瞭解重點等。 

（四）推廣和行銷－新的服務或線上參考服務的推廣，要將其連結放置在

許多不同的網頁，且要在明顯易見之處，讓使用者容易尋得58。 

（五）軟體－線上交談軟體的好壞是決定館員是否會接受和使用者是否會

                                                 
56 蔡碧芳，「我國大學圖書館數位參考服務發展之研究」，大學圖書館 8:1（93 年 3 月）：193-216。 
57 Alice K.Kawakami“,Delivering Digital Reference＂Library Journal Supplement（Spring 2002）：29. 
58 Kwan-Yau Lam, “Virtual Reference: What It Is and What It May Be＂VRD2001 Conference-The 

3re Annual Digital Reference Conference: Setting Standards and Making It Real,（Nov. 12-13,2001）. 
Orlando, FL.〈http://www.vrd.org/conferences /VRD2001/proceedings lampaper.shtml〉（7 Nov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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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利用此項服務的重要因素。交談軟體的來源有自行開發的，有

合作開發的，有修改現成套裝對談軟體，有直接購買商業對談軟體。 

（六）技術支援與經費－此二項支援在線上參考服務中是重要的課題，不

只是剛開始的階段，而且要長期的支援。 

（七）著作權與使用權限－查詢資料庫或數位資料時，會牽涉到著作權與

使用權限問題，尤其是使用共同瀏覽和傳送檔案功能時，更容易產

生問題。有些資料庫不允許使用者下載檔案或其他諸多限制，因此

制定政策和參考館員要考量合理使用（Fair use）的範圍，並告知使

用者，同時要不斷與廠商溝通。 

李碧鳳在〈網路資訊環境參考服務的發展趨勢〉談及網路讓我們重新

衡量和評估所提供的服務，也帶來諸多挑戰，使得圖書館、檔案館對改變

和重新思考參考服務，正面臨極大的壓力。在電子資訊環境，文獻供應者

提供的文獻傳遞服務之發展特性為：1.徵集資料庫擴及網路化媒體；2.同

時編列資訊擁有權與取得預算權；3.提供網路化的資訊；4.加強參考館員

評估使用者需求的能力；5.加強參考館員掌握利用網路資訊的能力；6.個

人化的考參考服務；7.電子化的文獻傳遞服務；8.廣闢網路化的參考諮詢

途徑59。 

此外，檔案館實施線上參考服務，需要有一些準備工作。薛理桂提出

檔案館如要符合網際網路時代使用者的參考服務需求，需要考慮五個先決

條件，分別為：檔案的館藏是否已電子化？館藏目錄的檢索工具是否可以

上網檢索？檔案館的參考人力是否足夠？是否有專業的電腦系統人員？

                                                 
59 李碧鳳，「網路資訊還境參考服務的發展趨勢」，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 5:3，（民國 88

年 3 月）：頁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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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使用者的著作權問題是否已解決？60 

線上化參考服務的推行，可說是替資源與讀者之間搭起了溝通的橋

樑，藉由數位建置的功能，擴展了讀者查尋資料的可能性，同時也促使資

訊需求者有一良好的管道解決問題，而這種網路功能的擴充，更使得電子

資源的發展有了正確被使用的途徑。 

在線上參考服務中經常被討論到的有兩個重要議題61： 

(一)要有成長、提升的能力(Scalability)，數位諮詢服務如何成長，如

何處理大量問題。傳統的參考服務受限於服務時間、服務地點與人員

配置。而透過線上參考服務這些都可解決。因此提升了服務的格局與

產能。也就是線上參考服務應該設計自動化機制，也應有規格化或標

準化的作業。 

(二)模糊(Ambiguity)，一般的參考服務問題常見其模糊性，努力建構參

考知識庫，試圖減少問題模糊化的困境，因此提昇產能可以透過專業

(低模糊化的)參考諮詢服務系統來完成。 

這兩者的結合已是今日參考服務中非常重要的觀念及實行方法，而在

數位化的諮詢服務勢必帶來大量的問題。如何建置完整的資訊體系，如何

建置參考問題的知識庫，減少模糊化問題所帶來的困擾，同時也減少讀者

等待答案的時間，增加讀者使用數位諮詢的效率，這些都需要建構一個自

動化的作業系統，來幫助解決數位化過程中的瓶頸，也是線上參考服務絕

對要慎思縝密的事。 

                                                 
60 薛理桂，「論檔案參考服務之實施」，檔案季刊 3:1（民國 93 年 3 月），頁 47。 
61 R.David Lankes,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 in the New Millennium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 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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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線上參考服務的種類與特性 

線上參考服務係利用各式電腦及通訊技術來服務讀者，因應資訊技術

的進展，線上參考服務的方式亦是日新月異，目前主要提供線上參考服務

的方式有下列三種： 

（一）電子郵件（Electronic Mail，簡稱 E-mail） 

     電子郵件提供使用者藉著網際網路傳送信件或訊息給遠方主機的另

一使用者，也就是經由電子通訊技術，達到傳遞信件的目的。這裡所謂的

「信件」，內容可以是純文字、各種格式的檔案、多媒體（Multimedia）等。

主要是透過 SMTP(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通訊協定，使用者端可藉

著使用 Mail 或 Mailx 指令來傳送。經由 E-Mail 的協助，遠隔重洋的使用

者，可以在彈指間互相交換訊息，不必曠日廢時的等待郵務往返，節省許

多寶貴時間。在一切講求效率的今天，E-Mail 無疑是革命性的新世代通訊

工具。 

電子郵件參考服務方式主要有兩種：一是一般的電子郵件，使用者直

接透過網頁上提供的電子郵件位址，以電子郵件透過國際電腦網路直接寄

送問題給參考館員。使用者只要在信件中詳細說明問題，館員即會回覆問

題；一般電子郵件具有傳送、瀏覽、儲存、回覆、轉送及刪除信件等功能；

二是網頁提問表單（Web Forms），使用者如需要在特定提供給使用者提問

的網頁中，填寫其問題及相關資訊，再點選傳送來詢問問題。網頁提問表

單的原理與電子郵件一樣，只是網頁提問表單需進入特定提問網頁才能使

用，而電子郵件只需要知道提問電子郵件位址即可提問62。此兩種線上參

                                                 
62 The Teching Librarian.（2001,December 26）Web Forms。 From  http://www.teachinglibraria

n.org/webforms.htm（April 2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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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諮詢服務，是最常採用的基本參考服務方式，也是廣泛使用頻率最高的

服務項目。 

電子郵件在參考服務的應用上包括參考問題回覆、進行參考晤談、資

料庫代檢服務、專題選粹服務、電子郵件通告服務、利用者指導課程等。 

（二）知識庫（Knowledge Base） 

知識庫是參考館員整理曾被詢問過的參考問題，將之置於網頁上，由

使用者直接查詢。簡易與基本的知識庫為常見問題集（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簡稱 FAQ）或參考問題選粹，係將讀者曾經提出的參考問題或

館方自設的基本回答將之分類置於網頁上，以供使用者自行查詢。 

進一步的知識庫是將以往被詢問過的參考問題轉成資料庫，將問題輸

入系統，系統將送來的問題在知識庫中先分析是否已有現成的答案。如已

有答案就由知識庫直接送出答案。若無現成答案，系統再將問題轉置由館

員以電子郵件、線上連絡館員交談等方式回答之。 

（三）網路線上互動式參考服務 

最新型態的虛擬參考服務是利用網路上的視訊會議室（Vedio 

Conference Room）的模式進行互動式的問與答，或是利用網路傳呼（I seek 

you，ICQ）的方式，或是到指定的網路聊天室（Chat Room）進行參考諮

詢的線上立即互動式對答，抑或是利用網頁上 Ask A Services 的網頁詢答

模式，為資訊專業人員利用網際網路對不在館員面前的虛擬使用者所進行

的立即資訊需求諮商，並傳遞解答與文獻的一種參考服務。美國之

Metropolitan Cooperative Library System 簡稱 MCLS 系統的 24/7Reference 

Project 計劃是執行大洛杉磯地區 31 個獨立城市和特別行政區公共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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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合，利用網際網路以提昇使用者可利用資源多樣化的方法63。國內臺

北市立圖書館已提供線上參考服務系統及參考服務視訊櫃臺的設備，提供

讀者即時參考問題之諮詢。要達到利用網路視訊般的需求，以現代的技術

而言已不是難事。惟對檔案館來說，互動式的參考服務仍有待努力與開發。 

蘇小鳳認為線上參考諮詢服務依諮詢及參考問題的解答方式可分為

非同步（Asynchronous）與同步（Synchronous）二類型服務，分述如下： 

1.非同步線上參考服務 

特性是在一個時間內單向溝通，其服務包括有郵件、傳真，最典型的、

也是最盛行的是利用電子郵件（E-mail）或是網頁表單（Web From）為提

問工具的參考服務。但並非即時互動，因此對於有急迫需要的讀者往往緩

不濟急。 

2.同步線上參考服務 

即時性的（Real-time interaction），問題提問者與回答者利用各種軟體

為媒介開闢一溝通道，可以立即傳達彼此間同步來來回回的對話，服務的

形式因採用的的科技不同而分為最傳統的電話服務、以文字為主的網路聊

天參考諮詢服務、具影音顯現功能可讓使用者與參考服務人員「面對面」

交談的視訊會議（Video Conference），或稱視訊服務櫃臺（Live  

Conference Service）及單純利用 Voice over IP 可以自然聲音交談的音

訊參考諮詢服務64。 

拉德那(Sharyn J. Ladner)與提爾門(Hope N. Tillman)在 1992 年利

用和參考相關的電子論壇中，調查圖書館如何運用網際網路在參考服務方

                                                 
63 盛美雲，「服務不打烊：淺談數位化參考服務」，國立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 7 卷 4 期（民

90 年 12 月）：頁 44-55。 
64 蘇小鳳，即時數位參考諮詢服務（台北：文華圖書館管理，94 年 6 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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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情形，將之用途歸為三大類：一、與工作相關的溝通：電子郵件和電

子論壇；二、檢索遠端資料庫；三、檔案傳送或資料交換。65而網際網路

除可提供資訊及接收資訊外，亦為溝通媒介提供一很好的管道。 

陳雪華認為參考部門利用網際網路的方式，可以將之歸納為三種方

式：第一種方式是利用網際網路做為溝通的媒介；第二種方式為利用網際

網路中豐沛的資訊（資訊收受者的角色）；第三種方式則是提供資訊以供

讀者使用與參考（資訊提供者的角色）。66 

涂曉晴於 1996 年調查我國大學校院圖書館的參考館員，以瞭解我國

參考服務應用網際網路的情形。調查結果發現我國大學校院圖書館利用網

際網路提供參考服務的方式有：建置圖書館全球資訊網、設立電子郵件帳

號來接受與回答使用者提出的參考問題、建置 Gopher、利用 BBS 或討論群

來回覆讀者問題。利用網際網路提供參考諮詢、光碟資料庫檢索，利用教

育、線上資料庫檢索、館際互借與電子文件傳遞服務、專題選粹服務和合

作參考服務等。67 

網際網路資源的潛力不僅在於它一天 24小時、全年無休的服務，更

在於提供每一個終端機使用者都能自行接觸到這些資源68。傳統參考館員

的角色扮演，如蕭爾(Louis Shores)所述七大服務項目：協助參考、襄助

研究、教導利用圖書館、節目設計、編輯書目、選擇資料、參考資料之整

                                                 
65 Sharyn J. Ladner & Hope N. Tillman,“Using the Internet for reference＂April 26,2005. 

Online 17:1 (Jan.1993):46. 
66

陳雪華著，圖書館與網路資源（臺北市：文華圖書館管理，民國 85 年），頁 122。 
67

涂曉晴，「我國大學校院圖書館參考服務應用網際網路之研究」，大學圖書館 1:2(民國 86 年

4 月):頁 137。 
68

陳雪華，「網路資源與圖書館參考服務」，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 1:4(民國 84 年 6 月):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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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等69，在網際網路時代似乎並未遭到質疑，認為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價值。

不過即使傳統參考館員的角色並未改變，參考館員獲取資訊的方法，搜尋

資源的類型和接收問題的特性，皆因網路普及而有所不同；專家們認為參

考館員應善用網際網路，改變傳統參考服務的方式和態度，以提昇參考服

務的品質。 

目前美國圖書館界已將網際網路打破時間、空間上的特性加以運用於

參考服務上，透過合作或結盟方式，結合不同地區、不同性質的圖書館，

甚至包括學會、專家，形成聯盟，集結眾多的資源，再運用網路的特性，

營造一個一天 24 小時，不論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使用者均可享受到高

品質的數位化參考服務，使用者不必再受限於圖書館的開放時間，亦非一

定要前往圖書館，而是網路將圖書館帶到使用者的面前，相信這是許多人

長久的夢想，而它正逐漸成真。未來檔案館的作法也將如同圖書館一樣，

會漸漸突破時空的限制。 

當檔案館的發展順應著網路化的潮流，朝著數位化邁進時，參考服務

無疑地是檔案數位化後的一項重要元素，為了善用網路環境、資源，為了

運用傳統檔案館所產生的加值資訊，更為了能提供使用者高品質的服務，

數位化（線上）參考服務已是當前發展的趨勢。 

綜合線上參考服務的方式，發現服務種類繁多，但在檔案館中最主要

提及的方式為電子郵件、知識庫和互動式線上參考服務三種，因此，本研

究擬以此架構為基礎，輔以其他相關研究資源，作為分析之依據。 

 
                                                 
69 Kathleen Low, “The Future role of reference librarians: will it change？＂Reference Librarians 

54(199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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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線上參考服務在檔案館界的應用 

一、網際網路帶給檔案館和館員的變革 

揆諸世界各先進國家，其檔案管理事業多已具有近半世紀之發展基

礎，甚至遠自 1790 年法國即成立世界第一座近代體制的國家檔案館70

（ Archives Nationales ） 和 1796 年 機 關 檔 案 館 （ Archives 

Departementales）的建立，創立了統一的檔案管理制度，同時也樹立了

各機關文件資產典藏與開放應用的檔案管理原則71。我國遲至民國 91 年檔

案法施行後，檔案管理制度始納入正軌，不僅各項檔案管理建設有待逐步

推動，國家檔案館之興建亦尚待各界資源的支持。雖然我國目前尚無正式

之國家檔案館成立，但為因應檔案管理局已移轉之 73、780 件國家檔案的

開放應用，檔管局設置了「國家檔案及圖書閱覽中心」，提供國家檔案之

檢索、調閱、諮詢及各項檔案顧客服務72。 

隨著資訊化、網路化的熱潮逐漸席捲全球，各檔案館紛紛制定出自己

的策略，建設資訊基礎設施，改善資訊通信環境，以適應資訊社會和網路

時代的激烈競爭。長期以來，傳統檔案服務形成了成熟一貫的體例，傳統

當然有其穩定的優勢，但當其置身在現代科技環境中，便暴露出種種弊

端，且潛伏著若干隱憂。由於檔案館地理位置的分散，傳統化的服務就表

現出滯後性與低時效性，人們為了獲取某一領域或某一主題的檔案訊息，

不得不花上大量的時間，在館際進行穿梭查找。在網路環境下，線上的服

務克服了許多缺陷。檔案訊息以數位化形式高速傳遞，成了網絡上的邏輯

結點，使用者可以在網際自由地穿梭跨越，網路線上服務便在整體上體現

                                                 
70 薛理桂，檔案學導論（台北市：漢美圖書，民 87 年），頁 26。 
71 謝寶煖，「便捷檔案應用服務，創造檔案顧客價值－加強檔案管理社會化」，檔案管理策略研

討會會議實錄（（台北市：檔案管理局，民 91 年 12 月），頁 173。 
72

檔案管理局編印，「國家檔案應用服務指引」(摺頁)，（台北市：檔案管理局，民 93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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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快速、實在、便捷、高效的優點73。 

虛擬化的檔案館參考服務帶給傳統檔案館的不是工作的改善，而是工

具的改變，基本上而言，檔案館事業的本質未改變，然而新的工具及技術

增強了資訊傳送的能力，所以資訊技能的革新有必要隨著環境的變遷而做

調適。Richard J. Cox 表示參考服務研究要注意四個方面74： 

（一）是關於檔案文件的實際使用。這代表這個領域中檔案保管人已

經奉獻他們的大多數在參考研究注意。 

（二）是關於檔案參考的準確和效力。雖然這個區域變成是一個地標

學習研究的受益者，但它常被忽視，或許因為在檔案設置裡的

研究過程的知覺。 

（三）是關於在檔案裡的參考服務的技術面影響。研究人員正越來越

習慣從線上搜尋和書目的系統中，找到想要的訊息來源。當關

於檔案書目的公用設施在這方面仍然相對原始時，潛在的影響

仍然是一個顯著的元素。 

（四）是看檔案參考人員和研究人員的參考關係和參考效力的重要

性。檔案參考人員的調停的功能早就是一個關於檔案的參考功

能的標記。  

變革帶給對檔案館館員的挑戰，則是參考服務(一)利用傳統的優點

去建構新的計畫、(二)獲得新資訊尋求的技巧、(三)重新定義檔案館員

及檔案館事業在網際網路的角色及地位。 

參考服務設立的主要目的在於幫助使用者獲致所需快速、完整的資

                                                 
73 劉偉，「網上檔案服務策略研究」，檔案學通訊，2001 年第 3 期，頁 25。 
74 Richard J. Cox,“Researching archival reference as an information function: observations on needs and 

opportunities＂Research Archival Reference.（1992 Spring）：38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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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而參考館員即是使用者與資訊間的重要橋樑。近年來隨著電子形式的

參考資源不斷地增長，如光碟資料庫、線上資料庫及目前最盛行的網際網

路（Internet）參考資源等的推陳出新，使得參考服務的方式、參考館員的

角色、使用者的需求與取得資訊的方式等皆不同於以往，其中尤以網際網

路對參考服務所造成的影響最大，參考館員若僅瞭解自己的館藏已無法滿

足今日使用者的需求。因此，參考館員除了傳統服務技術外，也有必要重

新思考其在資訊化環境所應扮演的角色，必須學習瞭解什麼是網際網路，

以及如何使用網際網路與其資源。此外也需學習各式的資訊結構，有系統

的陳述問題並修飾、組織技能、解釋技能和資料庫的組織架構等，以便指

引使用者所需的正確資訊或是教導使用者利用這些工具。因此參考服務將

邁向更多元化與專業化，且不斷「求新」、「求變」、「求便」，才能因應此

種變局。75也使得參考館員的專業知能面臨轉型期的挑戰。 

檔案館參考館員在角色及技巧上已隨著數位化的來臨而有所改變，

他不只是一個資訊的收集者，同時也是資訊的評估者。參考館員面對的

不只是大量傳統的資料，而同時由於網際網路快速的發展，許多網路的

資源應運而生，而參考館員也有責任及義務將這些網路資源整理及了

解，並在適當的時機將資訊推展給所需的讀者，同時大量資訊流通的今

日，參考館員也更應化身為資訊的守門員及過濾者，將有用的資訊透過

網路的傳送給其讀者。 

徐嘉僑在「數位參考服務在現代化圖書館的運用」雖以圖書館為

例，但檔案館亦可參酌其相關經驗。數位時代的檔案館，已是必須改變

                                                 
75涂曉晴，「我國大學校院圖書館參考服務應用網際網路之研究」，大學圖書館 1 卷 2 期（86 年 4

月），頁 12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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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舊有作法與思維的時候，若只是固守早期檔案館的服務型態與心態，

勢必無法滿足網際網路時代來臨的需要，而檔案館在參考服務經營的型

態上也必需調整新的作法，來面對新世紀的到臨，到底檔案館的參考服

務在數位化的過程中有什麼改變呢？以下分述其轉變：76 

（一）讀者不再需到檔案館的參考櫃台當面詢問問題，資訊尋求的行為

模式有了一些轉變，人際關係也因此變得比較疏離。 

（二）檔案館的參考館員不再僅是資訊傳遞的媒介，他同時必需是資訊

的篩選者。 

（三）檔案館的參考服務不再僅是一對一的服務，經由網路的傳達，也

可能是一對多的服務。 

（四）參考服務的詢答網頁也由較靜態的電子郵件或常見問答集(FAQ)，

改成活潑互動的畫頁或功能。 

（五）數位參考諮詢服務不再受限於區域及時間上的限制。 

（六）數位化參考服務需要提供更多的網路資訊。 

陳勇在「論電子政務環境下檔案用戶的新變化」談及電子化政府的實

施對社會各領域都產生重大影響，其影響也滲透至檔案工作中，使之發生深刻

變化，尤其是對檔案使用者需求的影響。他就檔案使用者在對所需求檔案的資

訊載體、資訊內容、服務形式、服務範圍等四方面的新變化作一分析77： 

（一）檔案使用者需求的新變化 

1.資訊載體需求的變化 

（1）電子化載體：主要以光碟、磁碟、可攜式硬碟為主。 

（2）網路化載體：網路不僅能傳播文字，也能傳播音像、圖檔。 

                                                 
76徐嘉僑，「圖書館提供個人化資訊服務之研究」，臺灣圖書館管理季刊，1卷 4期（94 年 10 月），

頁 84-100。 
77 陳勇，「論電子政務環境下檔案用戶的新變化」，檔案學通訊，2006 年第 4 期，頁 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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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數位化載體：原始檔案訊息經過數位化處理後之載體。   

     2.資訊內容需求的變化 

       （1）檔案資訊內容的集成化：a.對使用者的構成與分類要有一定

的了解；b.要調查分析檔案使用者需求何種內容、形式、範

圍和期限之內的檔案訊息；c.要了解不同類型檔案使用者的

檔案資訊需求特點。 

       （2）檔案資訊內容需求的精確化：a.做好檔案檢索的編製工作；

b.用主題組織法來組織檔案；c.完善與改進檢索工作。 

    3.服務形式需求的變化 

       （1）服務對象多元化 

       （2）服務形式互動化 

       （3）服務內容特色化 

       （4）服務體制開放化 

       （5）服務手段現代化 

   4.服務範圍需求的變化：傳統的服務是被動式、有嚴格限制的、不同 

權力部門的服務也不盡相同，而使用者的需求範圍是單一的、受限 

制的。經過電子環境的改變，能更快更全的獲取資訊，不受時間和 

地域的限制，同時每次能滿足多數人的服務需求。  

（二）對使用者需求新變化的因應： 

1.服務模式的轉變 

2.管理模式的轉變 

3.提供利用方式的轉變 

4.對檔案人員素質要求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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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面對檔案館參考諮詢事業的轉型時，變革是必然要進行的，但

如何變革，如何改進，如何面對讀者的新需求，這些都是身為檔案館從業

人員要自我加以思考的，才足以在網際網路的新時代中重新找到定位。網

際網路興起，讀者群不僅包括到館獲取資訊的一群人，也包括從遠程載入

的讀者。利用網際網路提供服務，改變了檔案館參考諮詢服務的方式，也

讓檔案館有了延伸館藏的資源。讀者可隨時隨地透過網路查詢檔案館的資

源，提出參考問題或申請檔案調閱服務。 

二、檔案館線上參考服務的方式 

「線上參考服務」的起源，最早可上推至 1984 年的美國馬里蘭大學在巴爾

的摩的健康服務圖書館（Health Services Library），稱為電子檢索參考服務

（Electronic Acess to Reference Service，EARS）78，在當時並未受到廣泛的注意。 

而檔案館的參考服務源自於圖書館，但發軔較晚，且許多做法主要參

酌圖書館界的經驗。檔案館最初是以保存皇室有關的檔案為主，僅提供皇

室或相關官員閱覽和使用。直到法國大革命（1789 年）後，政府檔案館所

保存的檔案才開始提供民眾使用79。嗣後其他西方國家檔案館的檔案也相

繼仿效，由於提供民眾使用檔案，在使用的過程中，產生不了解館藏的資

源與服務，以致於未能準確的查檢到所需的檔案情況，因而有賴於檔案管理

人員的協助，才逐漸的發展出檔案的參考服務80。 

目前國內外多數具規模的檔案典藏單位都設有自己的網站（Web 

Site），多以 Web 式版面為主，且服務內容也越來越多元化。而檔案館線上

參考服務的發展，是在原本檔案館的參考服務基礎上，利用電腦網路，改

                                                 
78 Joann Wasik,“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s.＂ED 427794, March 1999, 

URL:http://www.ericfacility.net/ericdigests/ed427794.html（6/14/2004） 
79,M.J. Pugh，Providing reference services for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Chicago：SAA，1992）. 
80 薛理桂，檔案學導論（台北：五南，93 年 10 月），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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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線上服務方式來提高服務績效，擴大服務範圍，滿足使用者需求，並藉

此使檔案館員的專業能力得以進一步發揮。         

林巧敏的「國家檔案參考服務作業制度之研究」透過文獻分析和網際

網路查詢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紐西蘭以及新加坡等國國家檔案館

的網頁資料，以瞭解各國國家檔案館參考服務及其相關顧客服務之作業現

況，並綜合國內外檔案參考服務作業現況的比較分析，歸納其他國家作法

可供我國國家檔案參考服務借鏡之結論如下：81（一）國家檔案應開放一

般大眾使用，年齡限制以最必要範圍為限。（二）館藏開放時間應充裕，

檔案調閱及時而迅速，並視需要限制每人每日可調閱數量，以提升服務品

質。（三）檔案目錄檢索系統功能完善，系統設計考慮使用者習性，並能

顯示文件層級的結構關係。（四）在讀者服務部門之下明確設置參考服務

職掌，以推動參考服務工作。（五）重視參考服務工作，參考服務內容多

元而豐富，並針對主要顧客群的研究人員設計相關的服務。（六）參考諮

詢善用資訊技術，並提供電話、傳真、線上等不限時服務機制。（七）強

調教育推廣，重視檔案應用教育紮根工作。（八）各國檔案參考服務數量

可觀且業務統計詳實，可提供作業規劃參考。 

許惠文的「檔案參考服務－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為例」指出檔案參

考服務的範圍，主要為提供檔案館、館藏和產生者等相關資訊，其他館藏

轉介、著作權、隱私權、機密、資訊自由等相關法令，檔案使用與研究之

引導、檔案調閱、複製、借展82、出版、展覽、推廣教育等。檔案館進行

參考服務的目的，是讓研究者有效地利用檔案館的館藏83，加上檔案管理

                                                 
81 林巧敏，國家檔案參考服務作業制度之研究（臺北市：檔案管理局，民國 93年 11 月）。 
82 M.J. Pugh, Providing Reference Services for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Chicago:Saa,1992）,6. 
83 Richard J. Cox,“Reserching Archival Reference As an Information Function: Observation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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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進步與讀者需求的多樣性，因此檔案參考服務會隨著環境變化與技

術的發展而調整與應變84。 

依據薛理桂提出的檔案參考服務發展趨勢有兩方面需加強85： 

（一）經由網際網路提供檔案檢索與檔案參考服務。 

（二）加強使用者研究。 

檔案館實施線上參考服務的方式，綜合整理敘述如下： 

（一）線上參考諮詢 

1.檔案館基本資料。 

2.常見問題集。 

3.參考諮詢電子郵件信箱。 

（二）資料庫 

1.各種重要檔案之光碟資料庫（單機版、網路版）。 

2.檔案館館藏目錄與檢索系統。 

3.各種數位化檔案資料。 

（三）網路資源 

1.檔案檢索工具。 

2.全文資料。 

3.檔案知識庫及線上參考資源。 

4.新知通告。 

（四）館際複印 

1.線上複印申請。 

2.網路數位文獻傳遞。 

3.收費機制。 

（五）多媒體資源 

                                                                                                                                            
Needs and Opportunities,＂RQ 31, no.3（spring 1992）:387. 

84 許惠文，「檔案參考服務－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為例」，檔案季刊 3 卷 1 期（民 93 年 3 月），

頁 108-118。 
85 薛理桂，檔案學導論（台北：五南，93 年 10 月），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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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線上播放之檔案光碟片、錄音資料、錄影資料等。 

2.線上檔案利用教學媒體。 

3..提供虛擬檔案館導覽服務。 

    （六）統計分析 

       1.建立諮詢檔案登記表。 

       2.各種統計應用分析報表。 

       3.讀者資料庫建置。 

    （七）合作館藏發展與資源分享 

       1.了解其他館藏資源。 

       2. 合作館藏發展功能與資源分享。 

       3.合作線上檢索與線上參考服務。 

三、檔案館資訊科技之應用 

     開發檔案館相關資訊系統是期望藉電腦快速處理資料的能力，提高

作業效率，加速線上參考服務之推展，並透過電腦邏輯及運算能力產生原

始檔紀錄內涵以外的附加價值，形成檔案知識庫，進而建構國家庫雛形。

同時為彌補實體檔案館功能之不足，更應積極建制虛擬檔案館與網站，以

增加資訊網的運用，而使資訊在儲存與傳遞過程中，降低風險，並促進順

暢86。 

（一）網路化檔案資訊系統之建置 

    目前市面上的數位參考服務軟體如雨後般春筍，不斷的在新增當中，

也有部分的軟體，還來不及被熟悉，就已經消失在市場之中，市場的競爭

相當激烈。根據大陸郭晶的文章，2001 年時全球共有 153 種用於即時交談

的軟體，其中 136 種由圖書館獨立使用，另外 17 種由合作參考服務聯盟

                                                 
86 同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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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2004 年全世界大約有 448 所圖書館提供交談式參考服務87。 

    基本上檔案館必須依據自己的服務規模，來選定適合的軟體，價格貴

的未必就是好，免費的軟體未必就不好用。至於要選定一個合作參考服務

軟體或設計一個檔案資訊管理系統，考量的層面要多，要求的軟體服務功

能要廣。 

    根據利寶（Anne Grodzins Lipow）列舉了 17 項採購軟體注意事項： 

1.確認檔案館提供數位（線上）參考服務的原因；2.規劃服務人力；

3.經費與預算；4.電子資料庫的合約；5.軟體技術；6.評估未來 3-5 年相關

費用；7.操作便利性；8.功能修改；9.館方能掌控；10.容易使用；11.問題

管理；12.廠商是否提供貼心的服務；13.回饋與評估；14.實用功能；15.隱

私管理；16.廠商信用；17.廠商的永續經營模式。 

另一位參考服務專家柯夫曼（Steve Coffman）提到 16 項規劃軟體注

意事項88： 

1.讀者端的環境需求；2.讀者如何接觸服務軟體；3.讀者身分的認證；

4.溝通交談能力；5.內容分享；6.資料庫的網頁共同瀏覽；7.諮詢紀錄；8.

讀者的基本資料；9.線上會議；10.讀者滿意度調查；11.館員使用介面；12.

館員訓練、人力支援、系統文件；13.行政管理；14.買斷或租用；15.諮詢

問題的控制結構；16.客製化能力。 

克里瑪（Marianne Krema） 認為在建置網站時必須要做好各項規劃才

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並且充分發揮網站的功能。他指出一個正確的規

劃程序是：1.決定你的觀眾；2.決定你要說的話；3.決定你的表現方式；4. 

                                                 
87 郭晶，「關於圖書館利用 Chat 軟體開展即時參考諮詢服務的探討」，大學圖書館學報，6 期

（2002），URL:http://www.lib.pku.edu.cn/xuebao/index126.htm（8/20/2004） 
88 Steve Coffman, “Software Feature Checklist,＂in Going Live :Starting and Running a Vintual 

Reference Service （Chicago: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03）：10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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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你的網站架構圖；5.設計頁面的雛形；6.選擇正確的工具89。 

李賢輝建議在設計與規劃網站時要先瞭解網站之目的，再決定可以採

用的相關技術，並且也需要分析每一類型網頁可能使用者與其喜好90。黃

朝盟、趙美慧則認為一個以知識概念所發展的網站至少要有：1.清晰的目

標與審慎的規劃；2.網站的內容具有整體的一致性；3.易於搜尋三個特性91。 

    在資訊科學領域中，系統開發首要的步驟是必須先行瞭解處理標的之

相關業務中，所需的資料流動方向與處理狀況，以便結合使用者對電腦系

統之預期需求，進行細部規劃、分析、設計，進而撰寫相關程式，以產生

適用的資訊系統。藉由網路構成連結管道取得相關的檔案資訊，如：線上

檔案全文檢索、線上查詢使用狀態、檔案線上使用申請、建立並提供滿足

使用者需求之資訊環境等92。  

檔案館管理局 91 年召開之管理策略研討會所訂定之五年發展建議之

發展策略，提到「加速網路化檔案資訊系統之建置與推廣」中表示： 

1.積極建置一站（one stop）買全之檔案資訊暨專業入口網站，提

供最新完整之檔案資訊與專業檔案資訊。 

2.加強運用網路提供便民服務檔案申閱及檔案管理機關網路的公

文訊息交換，彙整檔案管理資訊93。 

3.利用網路達成顧客關係管理－全國檔案資訊系統針對特定的顧

客，建立全國檔案人才庫、建立檔案申請使用興趣檔、發行檔案

                                                 
89 Marinanne Krema 著；江永祥、廖先志編譯，Web 設計的風格與藝術（臺北市：松格，民 88

年），頁 1-13。 
90 李賢輝。從政府網站規劃要點學習網頁規劃設計（臺北市：教育部，民 88 年），頁 13-14。 
91 黃朝盟、趙美慧合著。．COM 的策略規劃與設計（臺北市：商鼎，民 90 年），頁 10。 
92 同註 24。 
93 謝寶煖，「便捷檔案應用服務，創造檔案顧客價值－加強檔案管理社會化」，檔案應用服務策

略之探討，（台北：檔案管理局，民 91 年 12 月），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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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電子報，提供專屬化之個人檔案服務。 

4.建立數位化資料庫，完成檔案應用處所之資訊系統連線，完成全

國檔案資訊網的建設，使檔案應用無空間障礙與城鄉差距，提供

民眾檔案資訊查詢、申請與線上瀏覽服務。 

5.規劃目錄查詢與遠距服務時，建議檔案資料的數位化、目錄資料

的永久使用與傳播，及資訊的共享與國際化納入未來的目標，以

達成檔案資料的保存典藏、取用、教育等多重目標94。 

6.目錄資訊標準化與互通化－目錄資訊的建立與儲存皆依規定存

放，同時能以 XML 格式產生不同國際標準格式的資料（包括

DC、EAD、GILS、MARC 等），同時利用此一機制達成目錄資訊的

互通有無等資訊共享的目的。 

7.目錄半自動化產生與全面開放取用－目錄資訊可結合數位化作

業，與行政作業等需求，自動產生相對應的目錄資訊，同時全面

開放目錄與解密的電子檔案。至於仍在禁制範圍內的檔案，可依

規定線上識別申請。 

8.建立主題式瀏覽入口網站－經由目錄資訊與索引典等機制的建

立，檔案局可依自動產生與維護立主題式的入口網站，供民眾查

詢與瀏覽之用。同時可以融入遠距教學與展覽的目的，並結合個

人特徵檔的建立，以主動的方式提供各項資訊給大眾。 

9.服務機制的網路化自動化－所有過程皆可經由網路連線達成，同

時每一步驟咸由電腦系統代為執行，包括查詢、個人特徵檔

（profile）的執行、新知通告與數位文件傳遞等。 

10.服務流程透明化與電子化－從目錄的查詢至原件的申請及取

                                                 
94 陳亞寧，「便捷檔案應用服務，創造檔案顧客價值－建置檔案目錄查詢及國家檔案應用遠距服

務機制」，檔案應用服務策略之探討，（台北：檔案管理局，民 91 年 12 月），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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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所有過程電子化，且合乎檔管局各項規定，而每個步驟完成

後，皆可從系統獲得相關的訊息與歷史紀錄（log file）。此外，

有關電子化的模式及計算模式也須一併納入考量。 

四、個人化資訊服務的趨勢 

在數位化的進程及環境中，檔案館已由對大眾一視同仁的服務演變成

重視個體不同需求的服務，不再是齊頭式平等的服務，讀者個人的喜好及

需求已漸融入到檔案館建置各項服務項目中，也就是必須因人而異，以滿

足使用者的資訊需求，就如同商業市場的機制一樣，唯有行銷與競爭才能

使檔案館更具有持續力，而重視個別化、客製化已是未來必走的路95。 

（一）定義 

個人化資訊服務（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Service 簡稱 PIS）又可稱

為客製化資訊服務（Customizable Information Service 簡稱 CIS）。主要是

針對以使用者的個別需求為中心的網路資訊化服務。 

Eric Lease Mogan 認為個人化的服務是讓使用者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

的研究主題資料庫，不必經由一長串的清單中去挑選，這其中包含一些提

供客戶個人預建檔的使用偏好，通知使用者所需的資料剛好可以符合讀者

所提出的標準及要項96。 

而卜小蝶認為個人化資訊服務強調資訊服務系統必須「因人而異」，

                                                 
95 徐嘉僑，「圖書館提供個人化資訊服務之研究」，臺灣圖書館管理季刊，1 卷 4 期（94 年 10 月），

頁 84-100。 
96 Eric Lease Morgan,“My Libdrary : A Model for Implementing a Usercentered, Customizabl

e Interface to Library＇s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1999＜http://arxiv.org/ftp/cs
/papers/9902/990203.pdf＞（20 Jan.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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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正滿足使用者的資訊需求97。 

黃夏基提出個人化資訊服務應包括三方面的主要內容98： 

1.檔案資訊服務時空的個性化－在使用者希望的時間和地點得到檔案資訊

服務。 

2.服務方式的個性化－能根據使用者個人愛好及特點來開展檔案資訊服務。 

3.服務內容個性化－有針對性的開展檔案資訊服務。 

即使是同一問題的需求，所提供的檔案資訊服務也不是千篇一律，而是

有針對性地使讀者能各取所需，各得其益。 

（二）個人化資訊服務的重要性 

Fench J.C 與 Viles C.L.二位學者在 1999 年提出個人化服務環境的

架構99。概括來說，個人化服務環境要具備以下條件：1.個人化的使用者

介面(Customizable User Interface)，讓使用者依自己的喜好組織使用

環境；2.有效的檢索(Effective Search)，能提高檢索結果的正確性，引

導使用者尋找資料，提高查全率(Recall)；3.確保使用者的隱私權

(Privacy)。 

柯皓仁、楊維邦等的「個人化及群體化圖書館資訊服務初探」提出現

階段的個人化服務系統應該具備以下條件100： 

1.個人化使用介面 

                                                 
97 卜小蝶，「淺析個人服務技術的發展趨勢對圖書館的影響」，國立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 2 期，（87

年 10 月）：頁 63-73。 
98 黃夏基，「建立在信息化基礎上的檔案利用服務個性化」，＜www.wanfangdata.com.cn/qikan/

periodical.Articles/gxmzxyxb＞（2006 年 9 月） 
99 J.C.French and C. L. Viles,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 An Architecture for 

Customizable Access to Distributed Digital Libraries＂, D-Lib Magazine, （June 1999）. 
100 柯皓仁、楊維邦等，「個人化及群體化圖書館資訊服務初探」，國家圖書館館刊 91 年第 1 期，

(91 年 6 月)，頁 16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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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使用介面讓使用者依據個人的喜好來規劃其使用介面，這種個

人化服務具備讓使用者設定個人化使用介面功能。 

2.個人資料紀錄 

個人化服務的每位使用者都有其個人的資料紀錄(User Profile)，儲

存背景、興趣、學科專長、檢索歷史等資料，做為個人化服務的主要依據，

其中尤以個人興趣紀錄最為重要。個人興趣紀錄的主要來源有二：(1)由

讀者人工填寫；(2)運用電腦科技推導自動產生。 

若個人與趣紀錄是由人工填寫產生的，則此類系統均提供一個興趣關

鍵字詞的輸入介面，讓使用者能自行設定感興趣的關鍵字。至於自動產生

個人興趣紀錄的系統，通常是根據使用者的使用歷程或特定行為來推導興

趣，常見的方法有：(1)將使用者瀏覽過的網頁中所含的關鍵字詞紀錄下

來當成使用者的興趣101；(2)利用電子郵件通信紀錄來抽取關鍵字詞當成使

用者興趣102；(3)以交易行為為推導興趣(例如：Amazon 會以顧客買過的書

之關鍵字為興趣)。 

（三）資訊選粹服務 

有 了 個 人 興 趣 紀 錄 之 後 ， 便 可 提 供 資 訊 選 粹 (Selectiv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SDI)服務。資訊選粹利用資訊過濾技術

分析出個別使用者感興趣的新進資訊。資訊過濾技術可分為內容式資訊過

濾 (Content-based Information Filtering) 以 及 協 力 式 資 訊 過 濾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Filtering)二種103。內容式資訊過濾主要是

                                                 
101 I.B.Crabtree and  S. J. Soltysiak, 〝Identifying and tracking changing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igital Libraries 2(1998), pp.35-53. 
102 同註 59。 
103卜小蝶，「網路資訊過濾技術與個人化資訊服務」，21 世紀資訊科學與技術國際研討會（臺北：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圖書資訊學系，1996.11.），頁 33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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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訊的內容為過濾的依據並加以分析比較，使用者在興趣檔中只要記錄

感趣的關鍵字詞，系統便會比對新進資訊和興趣檔，以達成資訊過濾。諸

如：「LA Time Custom News Services」(http:www.latimes.com)、「My 

Library@NCState」均採用內容式資訊過濾來提供資訊選粹服務。 

協力式資訊過濾不直接分析資訊內容，而是找出與使用者背景、知

識、興趣接近的同好或社群，再針對使用者的查詢主題，從這些同好或社

群成員感興趣的資訊中，分析並選取最可能相關的資訊提供參考104。 

（四）個人化檢索 

所謂個人化檢索是指能依個別使用者的背景、興趣或需求，幫助使用

者尋找資訊。個人化檢索的可能應用有：(1)提供適合使用者的背景、年

齡等因素的資訊，例如同樣是檢索「網路多媒體」這個主體，提供給中學

生和提供給電腦相關系所博士生的資訊就應該要加以區別105；(2)將檢索結

果根據使用者的個人興趣加以排序(Ranking)，把使用者感興趣的檢索結

果列在系統中。 

 

 

 

 

 

 

 

                                                 
104卜小蝶，「提供個人化服務的線上公用目錄檢索系統初探」，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59 期，（民國

86 年 12 月）：頁 127-133。 
105 同註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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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內檔案典藏單位參考服務現況 

各國現行檔案應用服務策略上，除以傳統方式提供閱讀應用檔案之服

務外，已主動積極辦理檔案的推廣與展示活動。在傳統的參考服務外，隨

著資訊科技的發展，藉由網際網路之無國界與零時差等特性，提供檔案線

上即時目錄查詢及全文影像瀏覽，意味各國檔案服務策略的重要發展方向

已走向全球化、即時化。換言之，檔案線上參考服務的內容正朝向資訊化、

全球化與即時化發展。本節將針對所選取國內四個公部門檔案典藏單位，

包括檔案管理局、國史館、國史館臺灣文獻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館，對其典藏現況及參考服務做一簡介，並藉由蒐集上述機構之出版

品、相關文獻探討及官方網站上所提供之資訊，從中瞭解各館之主要館藏

特色、檔案應用情況、服務對象、服務項目等，以為本研究探討線上參考

服務時之立論基礎。 

一、國內四個檔案典藏單位簡介 

甲、檔案管理局 

（一）基本資訊 

    依據檔案法規定，關於檔案事項，由行政院所設之專責檔案中央主管

機關掌理。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於 89 年 3 月 1 日奉核定成立檔案

管理局籌備處，展開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組織籌設、檔案管理制度與相關法

規之建制工作。民國 90 年 11 月 23 日檔案管理局正式成立。91 年 1 月 10

日位於台北市伊通街之辦公廳舍正式啟用，檔案管理局之成立，為我國檔

案管理制度開啟了劃時代的歷史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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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檔案管理局組織條例之規定，該局設五組：企劃組、檔案徵集組、

檔案典藏組、應用服務組、檔案資訊組，分別掌理事項，並得分科辦事。

檔案管理局為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掌理我國檔案管理有關事項，包括： 

1.檔案政策、法規及管理制度之規劃、擬定事項。 

  2.各機關檔案管理、應用之指導、評鑑及協調推動事項。   

  3.檔案目錄之彙整及公布事項。 

  4.各機關檔案銷毀計畫及目錄之審核事項。 

5.檔案之判定、分類、保存期限其其它爭議案件之審議事項。 

  6.國家檔案徵集、移轉、整理、典藏與其他檔案管理作業及相關設施之

規劃、推動事項。 

  7.私人或團體所有文件或資料之接受捐贈、受託保管或收購等規劃協調

事項。 

  8.國家檔案開放應用之規劃、推動事項。 

9.全國檔案管理資訊系統之規劃建置及協調推動事項。 

10.檔案管理及應用之研究、出版、技術發展、學術交流與國際合作及檔

案管理人員之培訓事項。 

11.其他有關檔案事項。 

（二）館藏內容 

檔案管理局保管之國家檔案截至 96 年 11 月 30 日止，計有紙質類檔案

2,787 公尺、攝影類檔案 47 捲、錄影音帶類檔案 7,222 捲，檔案主要包括：

二二八事件檔案、美麗島事件檔案、國民大會檔案、總統府國家統一委員

會檔案、基隆市公車處檔案、行政院 921 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檔案、

重大政治案件檔案（包括國防部、臺南縣警察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監

察院）、公營事業民營化檔案（包括：臺灣省農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行

政院退輔會塑膠工廠、退輔榮民製藥廠、臺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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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紙業公司、中華電信檔案）等106。至 96 年 10 月 15 日止之統計，已編

有電子目錄之國家檔案計有 3,922 案(203,019 件)，透過國家檔案資訊網可

提供網路查檢檔案目錄者計有 3,922 案(168,701 件)。  

（三）服務對象及服務目標   

1.服務對象 

依據檔案顧客服務白皮書，檔案管理局之服務對象，包括內部顧客及

外部顧客之服務。「內部顧客」之服務對象為全國個機關之檔案管理人員，

檔案管理局為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則負有督導協助全國各機關檔案管理作

業之職責，並提供必要的協助，以健全各機關檔案作業。「外部顧客」之

服務對象則為一般社會大眾，為促進檔案開放應用，發揮檔案功能，對於

一般社會大眾應透過教育及推廣活動促進檔案之應用。 

2.服務目標 

     （1）便利檔案目錄查詢。 

     （2）促進檔案開放應用。 

     （3）滿足顧客資訊需求。 

（四）服務項目 

檔案管理局為提供機關檔案管理作業及民眾檔案應用諮詢服務，並受

理人民陳情，特設置檔案顧客服務中心及設置電子信箱與服務專線電話。

提供各項專業與一般諮詢，設置全方位服務櫃臺，提供立即性的諮詢服

務，並辦理服務滿意度調查分析、受理顧客陳情、編印檔案應用服務簡介

資料、提供諮詢服務空間等。另為讓全國各機關檔案管理新制及實務知

                                                 
106 檔案管理局編，國家檔案顧客服務策略與實務之研究（臺北市：檔案管理局，民國 91 年 10

月）：頁 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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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落實該法之執行，檔案管理局並採支援培訓、巡迴演講及召訓三種

方式，密集辦理檔案管理基礎實務訓練。 

（五）網頁資料提供 

檔案管理局提供「一般民眾」或「檔管人員」使用網站，並規劃了數

個主題網頁。「認識本局」，有該局的發展輪廓與策略願景。「最新消息」，

發布最新的業務動態。在「為民服務」及「檔案應用」中，能獲得相關顧

客服務資訊及檔案應用指引與推廣。在「檔案學苑」、「檔案法規」及「檔

案文獻」裡，可以閱覽檔案管理訓練教材、相關法規、出版品、期刊等豐

富文獻。透過「相關網站」，可連結國內外檔案相關機關（構），協助蒐集

更多的資訊。「談天說地」及「線上調查」，可由使用者適時表達寶貴的意

見及提供重要的資訊，秉持顧客至上的初衷，該局會儘速的答覆與服務。

在「檔案應用系統」方面，可運用「全國檔案目錄查詢網」（NEAR）及「國

家檔案資訊網」，查閱需要的檔案目錄資訊及線上申請與應用國家檔案，

檔管人員並可以「機關檔案資訊網」協助做好機關檔案管理。此外，該局

特別建置了「虛擬檔案館」網站，藉由創新生動的虛擬實境科技，加強社

會各界對檔案服務的認識，擴大國家檔案資訊的應用範圍，提升檔案服務

的應用效益與價值107。 

乙、國史館 

（一）基本資訊 

國史館在抗戰時期籌備設館、於民國 36 年 1 月在南京正式成立，於

民國 46 年 6 月在臺復館，除了修纂史籍外，最主要的職責是整理典藏具

                                                 
107 檔案管理局網站，＜http://www.archives.gov.tw/internet/c_about_stat.aspx＞（2006 年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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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料價值的檔案，是臺灣地區擁有種類繁多、數量龐大檔案史料的史政

機關。91 年 12 月，立法院通過「總統副總統文物管理條例」，明定國史館

為總統副總統文物管理的機構108，這對國史館而言具有重大意義。 

國史館季陸樓，係一棟九層建築之史料典藏大樓，負責國家重要史料

的蒐集、整理、典藏、及彙編等工作，將史料文件微縮複製、編目建檔、

影像數位典藏及上載全球資訊網路，其目的旨在有效保存史料，提供各界

研究應用。檔案參考部門隸屬於閱覽組諮詢窗口，負責口頭諮詢、電話諮

詢、電子郵件諮詢、公文及書信諮詢、參觀訪問、檔案調借等 

國史館隸屬於總統府，掌理纂修國史事宜，設修纂處、審編處、采集

處。分別掌理下列事項： 

1. 政紀、志書、傳記、專題之研究、撰述、彙編事項。 

2. 歷史圖表之製作、彙整事項。 

3. 史學集刊、專刊編印、工具書編製、資料庫建立之事項。 

4. 史料、史實之研究、考訂、史著之介述事項。 

5. 史料之蒐集、整理、複製事項。 

6. 史料之典藏、應用、展覽、管理、參考諮詢事項。 

7. 國史、地方史之研究、修纂及重要史料之審訂、彙編事項。 

8. 其他有關纂修國史事項。 

（二）館藏內容 

國史館典藏的檔案，大多數來自各級政府機關，少部分來自國外、民

間團體或個人。來自各級政府機關的檔案，該館主要是根據兩項法令接管

的：一是民國 45 年（1956）5 月 10 日修正公布的「國史館組織條例」第

七條；一是民國 62 年（1973）3 月 5日行政院秘書處頒布的行政命令，在

                                                 
108 國史館網站：關於本館，＜http://www.drnh.gov.tw/c_about.htm＞（2006 年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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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兩項法令規定下，各級政府機關已過時效的檔案，於銷燬前，需填造清

冊送該館審選，審選後具有史料價值的檔案應即辦理移轉，不具史料價值

的檔案，各機關始得銷燬。至於來自國外、民間團體或個人的檔案，則多

半是由該館主動函索、采集、價購，或商借複印、複製、抄錄而得109。現

有的檔案，根據截至民國 96 年 6 月的統計，有「中央政府各機關移轉之

大陸運臺舊檔及在臺已失時效之檔案」計約 1千萬件，其中一般史料庫房

典藏各單位移轉之史料，計有文件史料 32 萬 3 千 3 百餘卷，照片史料約

51 萬餘張、底片約 44 萬餘張、個人史料約 20 萬件、視聽史料約 1萬 2千

捲（片）、報紙約 1 萬 5 千冊，微縮約 1 萬 6 千餘捲；蔣中正總統文物 52

萬餘件、蔣經國總統文物 1萬 5千餘件、陳誠副總統文物 2萬 9千餘件、

嚴家淦副總統文物 1千 1百餘件、謝東閔副總統文物 2萬 2千 4百餘件、

李登輝總統文物 42 萬餘件、李元簇副總統文物 16 件、陳水扁總統文物 9

千 5 百餘件、呂秀蓮副總統文物 1 百餘件110。以及美國國務院機密檔案、

日本外務省秘密檔案、汪兆銘檔案。特藏史料典藏內容包括：國父墨蹟、

釣魚臺文獻、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正本、中華民國憲法正本、抗戰勝利

日本受降文物、閻錫山日記、林森日記、胡漢民遺稿、翁文灝日記、總統

印信等約 224 種珍貴文物。另有國史館自行拍攝之微縮史料母片約 1 千 5

百餘捲、口述訪談錄音帶 1 千 2 百餘捲及轉置於 CD 之光碟片 1 千 7 百餘

片。 

（三）服務對象及服務目標 

1. 服務對象 

國史館為發揮其檔案應用之功能，並維護檔案之安全而制定國史館檔

案閱覽規則。根據「國史館檔案閱覽規則」第三條規定，凡年滿 20 歲以

上之本國國民，或大專院校以上之在學學生、或經政府核准入境之華僑或

大陸人士，亦或經政府核准居留之外僑，持有相關證明文件者，得申請閱覽。 

                                                 
109 朱重聖，「國史館現藏檔案的運用與研究成果」，國史館館刊復刊第 17 期（民國 83 年 12 月）：

頁 297。 
110 依據國史館檔案整理點藏應用統計資料及總統副總統文物移轉統計資料（95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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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國史館總統文物閱覽規則」第二條規定，凡年滿 20 歲以上之

本國國民，或大專院校以上之在學學生、或經政府核准入境之華僑或大陸

人士，亦或經政府核准居留之外僑，持有相關證明文件者，得申請閱覽總

統文物。由此可知，國史館服務對象設定基本年齡為 20 歲以上之國民。 

   2. 服務目標 

依據「國史館檔案閱覽規則」第二條，揭櫫該館檔案為國家重要文化

資產，基於公開史料、便利研究之宗旨。凡整編完成之檔案，不涉及該規

則第五條規定之牽涉國家機密、犯罪資料、個人隱私、工商機密及其他法

令限制之檔案不得閱覽外，得提供檔案供各界人士閱覽應用。 

（四）服務項目 

該館服務項目包括：1.檔案調閱服務；2.檔案目錄查詢服務；3.檔案

展示推廣服務；4.出版服務；5.意見回饋；6.其他服務。 

（五）網頁資料提供 

國史館之「網頁版面設計」包括項目有：歷任總統文物選粹、主

題展覽、資訊快遞、閱讀服務、新書介紹、珍貴史料、本館快訊、其

他連結與網路地圖、交通位置圖等。網頁提供項目包括：關於本館、

歷任總統文物選粹、主題特展、學術資源檢索、數位典藏、網路書店、

公告事項與網路地圖、交通位置圖等111。 

（六）線上檔案檢索功能： 

國史館之檔案檢索分為二種： 

1.國史館「數位典藏資料庫查詢系統」 

是整合本館數位典藏計畫五個全宗檔案之目錄資料庫及影像圖

檔資料庫，此五個全宗檔案為：「國民政府檔案」、「蔣中正總統文物」、

「資源委員會檔案」、「臺灣省政府地政處檔案」、「蔣經國總統文物」

                                                 
111 國史館網站，＜:http:/www.drnh.gov.tw＞（2006 年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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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該系統提供「簡易查詢」、「進階查詢」及「瀏覽查詢」三種功

能介面，使用者可依需求選擇查詢介面。 

2.國史館「人名權威查詢系統」 

是將館藏國民政府檔案、蔣中正總統檔案及照片等全宗數位化檔

案中所涉及與出現多次的民國時期人物，為周延人物的字號、簡稱、

職名、化名等能與人名相互對應而作人名權威控制，商請「數位典藏

國家型科技計畫後設資料工作組」及「中研院計算中心」提供技術支

援，開發國史館人名權威查詢系統，提供簡易查詢、進階查詢及瀏覽

查詢，期能便利讀者檢索民國時期之人物。 

（七）提供階層式檢索 

       .國史館之檢索系統僅於瀏覽檢索時提供階層性、結構化方式的史

料編排層級架構。爾後將朝此方向呈現詳細階層式目錄檢索。 

（八）提供線上參考服務 

國史館之線上參考服務以 20 歲以上之民眾為主，處理線上諮詢問

題是利用開館上班時間，提供參考諮詢、檔案檢索、珍貴史料線上展

覽、FAQ、提供閱覽複印借展相關規則，借閱複印原件需親至櫃臺辦理。

另對各級學校學生或國內外團體開放參觀導覽檔案管理介紹及庫房情形。 

丙、國史館臺灣文獻館 

（一）基本館訊 

臺灣戰後，政府為保存文獻史料，於民國 37 年 6 月 1 日，成立「臺

灣省通志館」，以纂修省志。翌年 7 月改組為臺灣省文獻委員會，直屬

於臺灣省政府，其任務由編纂省通志擴大到臺灣文獻之採集、整理及

編輯；47 年改隸民政廳；86 年 7 月改隸文化處。88 年 7 月因應臺灣

省政府業務功能與組織調整，隸屬臺灣省政府。91 年 1 月 1 日改隸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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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府國史館，更名為「國史館台灣文獻館」係隸屬於總統府下唯一的

三級機關。主要業務單位分為採集組、整理組及編輯組，餘為幕僚單

位112。其參考服務由整理組負責，業務包括諮詢、閱覽、編譯、展示、

推廣、研究、出版工作及舉辦學術研討會等。 

（二）館藏內容 

        國史館臺灣文獻館典藏有：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總督府專賣局

檔案及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檔案，古文書資料、碑碣拓本資料、器物資

料、特展資料等。 
 

（三）服務對象及服務目標 

   1. 服務對象 

凡年滿十六歲以上具有下列資格之一，並持有足資證明身分文件

者，得申請閱覽檔案：（1）本國國民；（2）經政府核准入境之華僑或

大陸人士；（3）經政府核准入境之外籍人士。 

2.服務目標 

為維護檔案安全，凡已製作微捲片、光碟片或複印本之檔案，以

不提原件為原則，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專案申請：（1）依法令或

本於法令之授權得要求提供使用者；（2）各級政府因公務有查閱需要

者；（3）從事學術研究有參閱相關資料需要者；（4）涉及申請人重大

權益有必要查證者；（5）微捲片、光碟片、複印本等資料不清晰者。 

（三）服務項目 

該館服務項目包括：1.檔案調閱服務；.檔案目錄查詢服務；3.

文物展示推廣服務；4.出版服務；5.其他服務。 

                                                 
112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網站＜http://www.th.gov.tw＞（2006 年 10 月 28 日）及簡介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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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 

（一）基本資料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民國 44 年 2 月成立籌備處，54 年 4

月正式設所。數十年來的發展建立出完整制度與規模。44 年以後近史

所陸續獲得政府部門與私人捐贈文書。包括外交部與經濟部移交清末

以來的官方檔案、二二八事件相關檔案影本、院史檔案、李國鼎先生

文件等，為研究臺灣經濟發展和「經濟奇蹟」最完整的一手史料。71

年新建圖書館完成後，圖書館遷出第二大樓，所遺空間改充經獲得政

府部門，包括外交部及經濟部移交清末以來的官方檔案。於是檔案與

研究結合，培植了一批近代史人才；檔案與出版的結合，更擴展了國

內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風氣。74 年，外交檔與經濟檔合倂管理，同時

將編目完成之檔案陸續開放學界使用，闢有閱覽室一間；77 年 2 月，

完成新型檔案館一座，佔地 1642 坪，其中二至四樓為庫房，二樓並設

有微捲縮影室，三樓闢有閱覽室、資料展覽室，及館主任辦公室各一，

四樓為編目工作室。設有館主任一人，負責各項館務有關的行政工作。 

（二）館藏內容 

    包括外交部與經濟部移交清末以來的官方檔案，及個人、團體捐

贈資料，如二二八事件相關檔案影本、院史檔案、及中外地圖等，個

人文件包括李國鼎、雷震、傅正、于潤生、朱介凡、徐永昌、陳克文、

趙恆惕、彭孟緝、劉峙、林可勝等人手稿、日記、信函、照片、稀有

圖籍、文件及當事者本身收集之各類資料。 

（三）服務對象及服務目標113 

   1. 服務對象 

                                                 
1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網站＜http://archives.sinica.edu.tw＞（2006 年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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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對象不限定研究人員，凡能提出身分證明者，均可利用。惟

第一次使用者需填寫「外賓調閱檔案申請單」，經館主任批示後，方

得調閱。 

2.服務目標 

史料與史學關係密切，史學家探討歷史事件，依靠的是史料，史

料之中又以檔案為原始資料，最為可信。對史學研究者而言，政府檔

案或個人文件，都是彌足珍貴的史料。故為豐富近代史研究的材料，

徵集與中國近代歷史發展最密切的檔案是相當重要的任務。 

（四）服務項目 

該館服務項目包括：1.檔案調閱服務；2.檔案目錄查詢服務；3.出

版服務；4.意見回饋；5.其他服務。965 年 4 月正式設所。籌備處主任並出任

首任所一手的原始史料，在 1955 年即與外交者閱覽室及同仁工作室。同年，院

方核茲將前述國內各檔案典藏單位館藏與提供服務現況整理如下表 2-5： 

 

表 2-5    國內主要檔案典藏單位館藏與提供服務現況比較 

      檔案館 

項目 
檔案管理局 國史館 

國史館臺灣文獻

館 

中研院近史所檔

案館 

館藏內容 
國家檔案計有 228
事件檔案、美麗島
事件、國民大會檔
案、民國 38 年以前
檔案、重大政治事
件檔案及公營事業
民營化等檔案；另
有攝影類檔案、錄
影音帶類檔案等。 

「中央政府各機關
移轉之大陸運臺舊
檔及在臺已失時效
之檔案」、文件史
料、照（底）片史
料、個人史料、視
聽史料、報紙、微
縮片及微捲；行憲
以後歷任總統副總
統文物，以及美國
國務院機密檔案、
日本外務省秘密檔
案、汪兆銘檔案、
特藏史料等。 

臺灣總督府檔案、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
檔案及臺灣省行政
長官公署檔案，古
文書資料、碑碣拓
本資料、器物資
料、特展資料等。 

 

外交部與經濟部移
交清末以來的官方
檔案、二二八事件
相關檔案影本、院
史檔案、李國鼎等
個人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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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內部顧客」為全
國各機關之檔案管
理人員。 

「外部顧客」則為
一般社會大眾。 

 

凡年滿 20 歲以上
之本國國民，或大
專院校以上之在學
學生、或經政府核
准入境之華僑或大
陸人士，亦或經政
府核准居留之外
僑，持有相關證明
文件者。 

凡年滿 16 歲以上
具有下列資格之
一，並持有足資證
明身分文件者，得
申請閱覽檔案：（1）
本國國民。（2）經
政府核准入境之華
僑或大陸人士。（3）
經政府核准入境之
外籍人士。 

開放對象不限定研
究人員，凡能提出
身分證明者，均可
利用。惟第一次使
用者需填寫「外賓
調閱檔案申請
單」，經館主任批示
後，方得調閱。 

 

服務項目 檔案調閱服務； 

檔案目錄查詢服務； 

檔案參考諮詢服務； 

檔案展示推廣服務； 

檔案利用指導； 

出版服務； 

意見回饋； 

其他服務。 

檔案調閱服務； 

檔案目錄查詢服務；

檔案展示推廣服務；

出版服務； 

意見回饋； 

其他服務。 

檔案調閱服務 
檔案目錄查詢服務 
文物展示推廣服務 
出版服務 
其他服務 

 

檔案調閱服務； 

檔案目錄查詢服務；

檔案展示推廣服務；

出版服務； 

意見回饋； 

其他服務。 

開放應用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時30分至下

午 5 時。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時30分至下

午 5 時。 

資料檢索服務 線上目錄檢索系統 紙本目錄與線上目

錄檢索系統 
紙本目錄與線上目

錄檢索系統 
紙本目錄 
網頁公布之清冊資

料 
線上資料庫 

提供資料類型 原件、影本、線上

資料庫之電子檔案 

原件、影本、微捲、

光碟、線上資料庫

之電子檔案 

原件、影本、光碟 原件、影本、光碟

提供參考諮詢 設有國家檔案及圖

書閱覽中心及檔案

顧客服務中心設有

專人隨時現場諮詢

及時答覆外，亦設

有傳真及電子信箱

諮詢服務 

設有審編處閱覽科

專業同仁負責答詢

及指導利用，亦設

有傳真及電子信箱

諮詢服務 

設有整理組檔案閱

覽室同仁負責答詢

及指導利用，亦設

有傳真及電子信箱

諮詢服務 

設有檔案閱覽室專

業同仁負責答詢及

指導利用，亦設有

傳真及電子信箱諮

詢服務 

推廣活動 出版品編製、網站

建置、提供複製品

借展、辦理檔案文

物展覽、與相關系

所開設實習課程 

出版品編製、網站

建置、提供複製品

借展、辦理檔案文

物展覽、與相關系

所開設實習課程 

出版品編製、網站

建置、提供複製品

借展、辦理檔案文

物展覽 

出版品編製、網站

建置、提供複製品

借展、辦理檔案文

物展覽、與相關系

所開設實習課程 

（研究生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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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灣地區檔案館參考服務的現況，大致上都已步入軌道，只有少

數的檔案典藏單位規劃參考服務櫃臺，並接受讀者的問題諮詢，專業的參

考館員較少，且大多仍需兼辦其他許多業務。而國內檔案館一般諮詢服務

的數量也不算多，惟年輕的研究生及社會人士利用者逐漸居多，且已大多

數習慣使用網路及遠端電腦查詢，雖然線上參考服務在國內僅屬初步開展

階段，後續願景仍大可為，惟有待各檔案典藏單位持續的規劃及合作。 

二、檔案館線上參考服務相關之考量  

檔案館在實際提供利用服務時，並不僅是將檔案資料呈現在使用者面

前而已，事實上，在整個參考服務之過程中，仍牽涉到許多問題的考量，

如使用者對象與其需求之判斷、檔案之參考倫理以及檔案取用政策之制訂

等議題。   

（一）使用者對象與其需求之判斷    

瞭解使用者對象為何與判斷其需求，是檔案館提供參考服務之前提。

檔案參考人員需瞭解哪些人常來檔案館使用資料、他們需要參考到哪些檔

案資料？他們的研究目的為何？此外，檔案館亦不能忽視那些尚未到館，

但卻很有可能需用到檔案館館藏之潛在使用者之需求。唯有先確定檔案館

服務之對象，瞭解使用者之需求，檔案館方能製作出符合使用者需求之知

識檢索工具。Dowler 認為，這種使用者研究之優點有三： 

1.透過使用者對館藏之使用，可幫助檔案人員訂定採訪和處理檔案之

優先順序； 

2.此種使用者對館藏之使用結果可做為檔案館評鑑標準及文件策略效

率性之參考； 

3.對使用者之瞭解可提供檔案館在檔案實務上及原則上的一個較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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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性基礎 114。  

（二）參考倫理  

檔案參考人員在回答使用者之問題時，最常牽涉到的就是檔案倫理之

問題，例如：檔案人員是否能提供使用者平等使用資料的權利？是否允許

某些使用者有特權使用館內之某部份特藏檔案，或是使用部份別的使用者

無法使用之館藏？事實上，檔案館應盡量避免此種情形之發生。此外，檔

案人員可否將前面使用者所得之研究成果提供給後面之使用者參考，也是

應考量的倫理問題，除非經使用者同意，否則檔案人員有義務不揭露使用

者之研究內容給予他人；而另一個與參考服務有關之倫理議題是當使用者

所研究之主題與檔案人員相同時，檔案人員應如何處理？上述這些情形，

都是檔案人員在進行參考服務時所需考量的一些倫理議題115。  

（三）訂定檔案取用之相關政策  

檔案館在提供檔案之利用服務時，需在滿足使用者對檔案之需要及保

護檔案兩者之間取一平衡點，因此，訂定相關的檔案取用政策實有其必要

性。在訂這些政策時，館方所需考量的議題很廣，例如：有誰可以利用檔

案、哪些檔案可被使用、何時檔案可開放使用、檔案是否可被影印與外借、

電子檔案應如何開放使用、以及使用者在檔案閱覽室時的一些使用限制與

規定等，透過這些政策的制訂與執行，方能使檔案人員在提供服務時，有

所依循，並可使檔案館之管理更制度化。 

                                                 
114
 Dowler, L.“The role of use in defining archival practice and principles: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availability and use of recordsAmerican Archivists  

51(1988): 74-86.  
115 Kepley, D. R. “Reference service and access＂ in Bradsher, J. G. (ed.)  

Managing archives and archival institutio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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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館參考服務之未來  

由於電腦科技的發達，以及檔案館愈來愈強調檔案被利用的觀念，未

來的檔案館參考服務勢必走向以資料導向(Materials-centered)與使用

者導向(Users-centered)並重、加強檔案行銷之概念、以及網路工具與其

他新科技技術之利用的方向發展。 

1.資料導向(Materials-centered)與使用者導向(Users-centered)並重 

傳統的檔案管理，強調的是資料導向，在檢索工具的製作上，注重的

是全宗原則與檔案的來源，因此，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將使用與參考置

於首位，將會降低檔案的其他重要功能之重要性如檔案的鑑定與處置等。

然而，亦有學者持不同之觀點，他們認為檔案的被使用才是檔案館的最終

目的116，且愈來愈多的學者亦認為，瞭解檔案館的使用者對象及迎合其需

求，已被視為是確認檔案館存在的重要性及使檔案館獲取持續的經費補助

之主要判斷依據117。事實上，若以檔案館的典藏功能與提供資訊之功能來

看，以資料導向和以使用者導向來做為製作檔案檢索工具之準則，皆有其

必要性，因此，為了提供更多元化及更完善之檔案檢索工具，檔案人員勢

必需採取資料導向和使用者導向並重之原則來編製檔案之檢索工具，提供

參考服務。  

2.加強檔案行銷之概念  

傳統的檔案人員，在參考服務上，總是習慣等待使用者主動到館，或

由使用者提問題，再被動的回答讀者之問題，而指引使用者如何搜尋所需

之檔案資料，因此，早期有學者稱檔案人員為「指示方向的人」

                                                 
116 Dowler, L.“The role of use in defining archival practice and principles: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availability and use of records＂American Archivists.51(1988): 74.  
117 Cross, J. E. “Archival reference: state of the art＂in Cohen L. B. (ed.)  

Reference Services for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New York: Haworth Press，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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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er)118，然而，近幾年來，由於檔案館愈來愈強調檔案的被利用，以

及潛在使用者的重要性，除了擴大及深化館內參考服務品質外，對館外之

公共教育活動及各種推廣服務亦愈來愈重視，在服務的角色扮演上，亦由

被動變為主動。因此，未來的檔案參考服務，勢必走向行銷的概念發展，

將檔案視為產品，將使用者視為顧客，以顧客為導向，檔案人員將不只是

「指示方向的人」，而是位「檔案的行銷者」(Marketer)。  

3.網路工具及其他新科技技術之利用  

科技的進步與網際網路的盛行，對於檔案館之服務，開啟了另一扇

窗，目前已有許多檔案館將館藏資料建檔，提供線上公用館藏目錄，供各

地之使用者查詢檢索；亦有許多檔案館建置其網站，在網站上提供許多檔

案利用服務單元；而更有檔案館透過電腦科技的發達，將部份珍貴檔案數

位化，置於網際網路上，供世界各地之民眾參考。美國的國家檔案與文書

行政署(NARA)即為充分利用這些新科技技術的一個很好的例子，其網頁上

之利用服務單元，如遠距教室單元、線上展覽廳、線上聯邦紀錄(Online 

Federal Register)以及該署提供之即時傳真服務(Fax on Demand) 等，

均充分的應用了網際網路及科技技術。由此可知，運用各種新科技以及在

網際網路以線上提供參考服務之方式，將是檔案館未來的發展趨勢。 

三、小結 

一個館藏豐富的檔案館能否充分發揮其提供資訊之功能，繫之於該館

所提供之參考服務是否完善，因此，檔案館參考服務之優劣，不僅直接影

響到檔案館之利用率，也間接的影響到民眾知的權利。 

                                                 
118 Gracy II, D. B. “Reference no longer is a “P＂ word: the reference archivist as marketer＂.in 

Cohen L. B. (ed.) Reference services for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New York: Haworth 
Press,1997）17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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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館的參考服務工作是檔案館與社會大眾的一個通道，藉由此通

道，社會大眾可瞭解到檔案館之重要資源與其重要性；因此，參考服務之

優劣，是衡量檔案館業務發展的程度之主要指標。典藏功能，固然是檔案

館的重要任務，但是，在愈來愈強調使用者導向的檔案館經營策略下，檔

案唯有被充分利用，方能充分發揮其提供資訊的功能，由此可見，檔案館

參考服務之重要性，實不容忽視；而事實上，檔案參考服務亦是檔案工作

中最富有活力的一個環節。 

然而在線上參考服務逐漸發展的同時，仍要兼顧好傳統之參考服務。

自動化促使主要的大變革正在進行中，把參考館員的能力擴大到提供智能

的使用，特別是關於典藏的資訊。網路化將使一些使用者更加自我滿足；

它協助人們更多參考服務的需要。很多使用者，因缺乏電腦或硬體使用的

技能，仍然依賴參考館員的參考服務幫助他們與自動化的系統相互作用。

瞭解資訊需要和使用者研究方法比檔案保管人產生新的檢索工具的技術

更重要119。 

參考館員要理解個別的發展，對實際的社會問題、學術性的研究，和

文化連續性的問題解決。他們授權個人和組織幫助使用者連結過去和未

來。參考工作要求機敏和堅持。它取決於忍耐、專注、理解，以及同情的

美德。在最佳狀態下，參考工作的產生導致人類最新理解狀態和洞察力的

有意義的合作。參考館員要能傳達出檔案的第二個生命，並且確實執行提

供人類的理念120。 

隨著國內檔案開放腳步的增快，國內在檔案的提供使用上，勢必也將

愈加重視「使用者導向」的觀念，除了檔案傳統的使用者外，潛在的線上

                                                 
119 James Edward Cross，“The Future of Archival Reference＂in Reference Services for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New York：The Harwouth Press，1997），44-47。 
120 同註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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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將逐步的增加。因此，檔案管理者應積極參酌企業顧客服務的方

法，將行銷理念與服務品質的觀念應用於參考服務與線上參考服務工作

上，並為檔案的服務規劃建立設計的基礎121。 

                                                 
121

莊道明，「論檔案開放應用下的顧客服務」，研考雙月刊 25:3，民 90 年 6 月，頁 455~533。 


